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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 

一、起點 

  最開始是 2004 年的春天，我採訪了當時甫出版第七部小說《遠方》的作家

駱以軍。那其實是一個名為「崛起九０」的專題。受訪者以九０年代的作家群為

主要的對象。並沒有預設訪談內容，也不是非常嚴肅的訪問，最主要是請他們談

談自己的小說。然而，談及從《紅字團》迄今的各部小說，駱以軍幾乎對那裡面

實質的主題──包括後設的、實驗的、家族的、死亡的、說故事的……種種技藝

策略，未着一字。換句話說，那個夜晚的談話不是圍繞著這些島嶼般漂浮散開的

影像物事（如同他後來的那些小說──）而開展的。相反地，這些切片般的符號

故事：猥瑣的、斷裂的、不連續的、既似親密而又彷彿不可窺的禁忌的──宛如

《第三個舞者》裡那一間一間的房間，綿延排序到世界盡頭的零碎瑣事，其實是

環繞著一個漩渦般的中心被攜帶旋捲出來。那個晚上，駱以軍談得最多的是：「現

代性」。 
 
  「九０年代對我而言是啟蒙的十年。」他作如斯言。「這十年迄今若有所謂

的轉變，我想，從前我所面對的是波赫士，現在則是奈波爾。1
」 

 
  也的確，自波赫士的圖書館走出，語言反身建築世界的工程皆盡收納於其

中，如同他早先的月球姓氏樹狀圖，父之上有父，母之上亦有母，不斷抽長蔓生

的（傑克豌豆般的？）家族漂流史；個人的體驗映照出世界的縮影；又或者《第

三個舞者》裡繁複盛大翻展開來的、一格一格的竊語私事；一部小說就是一幢往

內收納的現代主義抽屜，書寫者搖身一變成為了柏拉圖石穴裡以字為燈的擘畫

者？小說家駱以軍說：「至今，我仍非常著迷於某種結構。2」 
  「結構」的耽戀令人想及的是「軀殼」，尤其若重新檢視駱以軍作為四０年

代出生的前輩作家如張大春朱天文等人的承繼系譜──那支「我寫故我在」的荒

人隊伍，藉「書寫」雕琢、鏤銘自身肉體與存在的工匠，那麼寫作者自稱對「結

構」的著迷便不難理解。「字」的書寫搭建出「肉」所呼吸行走的人世，語言的

                                                 
1 駱以軍，錄音資料。 
2 駱以軍，錄音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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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撐起自身背後的親屬結構；國族也好；家族也罷，符號與身份皆不過是偽裝

如同冰山的地上之物，而書寫者早已隱遁進根莖滿佈的地下──一個「鬼」？ 
  如同王德威所言，駱以軍要談的從來不是他的國族寓言抑或家族神話3。即

使從其師張大春那裡的實驗後設小說中走出，在黃錦樹所謂的「抒情轉折」之後，

駱以軍開始了他自己作為小說家的路途。但是，《遠方》之前，整個九０年代凝

縮在那兩三本的八卦物事（如《第三個舞者》）與家族漂流史（如《月球姓氏》）

等長篇之中，從城市地景的變貌、父族與母族與妻族的影像寓言，回叩到小說自

身內在的結構──去搭建一座一座屬於自身內在景觀的建築。「寫什麼」已非重

點，重要的是「寫」的動作──「一切的文本其下都有一個作家的精神密室。我

仰賴著它去搭建一切頂上的建築。對我而言，如果真的存在這樣一個密室，它必

然是葛拉斯或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4」2004 年的駱以軍如是說。 
  「葛拉斯式」抑或「杜思妥也夫斯基式」該是什麼樣的地下室？都是後話。

重要的是，那個夜晚的訪談，圍繞著現代性啟蒙的核心，我以為駱以軍要談的主

題看似離開了他所寫的「小說」，但其實卻也正因為這個繞路──繞過了敘事與

情節的迷障，他所要談的東西於是便顯得非常聚焦，甚至是反而一語中的地直接

指點出了他在「小說」裡所想要表達的，那就是──那座他一切文本的地下密室：

「書寫」的本質。 
  換言之，這條乍聽之下幾乎是張大春的回頭路，令人驚異的是即使從張的後

設小說那裡離開後，開始他那令人目不暇給的故事技術，駱以軍骨子裡竟仍然還

在走一條和張大春非常靠近的道途？小說仍在不停地回到自身的空白處，和符號

保持一定的距離？是技術被轉移了？換湯不換藥？ 
  承接了八０年代的語言自反性運動，九０年代後的小說，表面上看起來似乎

較言之有物了──同志的、父族的、在地的、疾病的、殘缺的，等等，小說看起

來是擺脫了解嚴後張大春等後現代教主所搭建起來的語言牢籠，去書寫個人的體

驗。但弔詭的是──在這片個人史的書寫場景裡，總是有一道曝光的光束，從書

寫的暗角斜斜射來，使小說裡那可疑的、看似寫實主義、卻又充滿浮動喻指的影

像浮散開來。而因為那光束的反白印象太過強烈，導致那小說裡的場景與人物，

竟也皆晃蕩成了一片空白的「留白」。字跡潰散，書寫再不是表面可見的單純的

「小說」，它總的而言就是那片曝光後的遺跡──那座爬滿字屍的個人的廢墟。 
  這個疑惑使我重新思考關於那場八０年代中期開始、語言最為自省亦最為自

反性的後現代運動──以張大春為初始、被視為後殖民與後現代論爭的文學場

域，究竟具有什麼樣的意義？它名之為「後現代」，卻始終脫離不了後殖民與現

代主義的陰霾和窠臼，而致使九０年代後的那群荒人作家，包括駱以軍等一干人

等，每每論及自身的侷限與焦慮，總必須頻頻回頭──回歸那張大春時期最原始

的、那個波赫士的圖書館，確認語言與書寫的磚瓦，才能反身去搭建自身文明的

                                                 
3 王德威：「……國族身分的變易，性欲的挫折，家族關係的扭曲……。但我以為這些都是他的

藉口。」〈我華麗的淫猥與悲傷〉，收於駱以軍《遣悲懷》，台北：麥田，2000，頁 8。 
4 駱以軍，錄音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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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字塔？換言之，「寫」的動作超越了文本本身；寫作者的肉體被「寫」所承載；

而令人驚訝的是這個宛如儀式般的書寫過程，最早竟是由張大春那撲殺符號的劇

烈手勢所開啟，尤其是那塊被劈碎的「將軍碑」的斷瓦殘垣──那是不是符號破

裂後的滿地的碎片？九０年代後荒人用以堆砌自身肉體存有的材質？ 
  這個問題使我不得不重新跳過駱以軍、來到其師張大春的書寫技藝處。從八

０年代中期開始，一路延燒到九０年代後、朱天文那「我寫故我在」的回聲，他

最先的那個手勢──「符號自殺」的後現代技術，都逼使尾隨其身後的那群「撒

謊的信徒」（那群「荒人作家」──），洞見了話語的真相原來就是屍塊。語言裡

的主體逸散，而小說家的書寫與人生，不過也僅僅只是以語屍為自我肉身的一段

鑄作工程。寫作是儀式，行動策略，也是一個自我的祭壇。自我撲殺的語言成為

了祭品，奉獻、投遞給書寫裡那空洞而漫漶的無邊空白。要重省九０年代後書寫

裡那堆疊如山的語屍與肉身，我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字是「死亡」與「自殺」。 
 

二、書寫、死亡與自殺 

  王德威曾經指出，九０年代以來的台灣文壇，出現了一種新的書寫死亡策略： 
 

  世紀末的氛圍彷彿使他（她）們理直氣壯的面對敘述作為一種死亡形式 

  的可能。他（她）們當然得依賴一個故事作為敘述的載體，但卻愈來愈 

  明白故事講得不就是『亡故』的事，而敘述──作為一種後見之明，一 

  種真實與真實的再現間、無從接引的話語──根本就是死亡的修辭。5 

 
  「載體」既已成為事實的「屍體」，而書寫則一轉成為一部傷逝時間之書，

換言之，與死亡最緊密相關的，並不是敘事的情節是否嵌入死亡的場景，而是在

於敘述的語言材質（materality）本身，即已是現實事件中被時間利刃飛削迸散的

話語屍塊。在 2001 年那部尋找死者邱妙津的小說《遣悲懷》裡，駱以軍寫的其

實並不只是「死亡」，而是藉由「死亡」的過門，推送母親的屍體，去揭露了小

說書寫底下的文字，其實就是一塊塊屍化的死物。弔詭的是這些被小說家搬來弄

去的語屍，竟也是造就「我寫故我在」的存有之物？換句話說，是書寫鑄造了「我」

的屍身？「我」的「在」其實底下一片空無？那麼，「我」是不是一個無有屍體

可依託的「鬼」？脫離了「話語」，「我」一片空白，空無一物？ 
  鬼魂、屍體與書寫，無法令人不聯想到《遣悲懷》裡的另一個主角：九五自

殺於蒙馬特公寓的邱妙津。早年的《鬼的狂歡》，以女 T 尷尬的自我認同現身，

自稱為「鬼」，找不到安頓自身幽魂的場域，她的「書寫」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背

負現身指令的軀殼。更不用說九七年以一篇〈留白〉崛起的黃國峻，〈留白〉裡

圍繞著書寫中心的這一大片「空白」展開，文本就是一個祭壇，語屍成為祭品，

                                                 
5 見王德威的評論〈我華麗的淫猥與悲傷──駱以軍的死亡敘事〉，收於駱以軍《遣悲懷》，台北：

麥田，200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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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終致使黃國峻的書寫之舞，竟也處處招喚來了祭祀儀式後的女靈。弔詭的是他

們後來竟都以那樣劇烈的極端形式將肉身朝向死亡處投遞──如同生前遞向空

白處的書寫──那些「字屍」。 
  在鬼影幢幢的九０年代裡，駱以軍並不是最早碰觸文字屍塊題材的作家。 
最早，在張大春的語言百慕達墳場裡，符號的自殺機制早已隱然啟動，「作者已

死」的宣言一再去宣稱語言自身的形式主義，意義的負載被脫卸、祛除，而竟導

致了九０年代後的文本祭壇上，所奉獻上的竟是作者自己的肉身──「作家之

死」？這是形式主義的極端實踐嗎？字體的自我殺戮過渡到肉身的自戕，肉身的

壞毀成為最終極的形式；以刀為筆；以肉體為書寫場域；肉與字之間究竟存在著

什麼樣的關聯？肉體、書寫與自殺，對九０年代後的文學場域，又具有什麼樣的

意義？ 
  這也是我想在這部論文裡試圖去回應的一個脈絡問題。藉由張大春文本裡

「作者之死」的遍地語屍，延展討論到九０年代邱妙津與黃國峻等人的「作家之

死」。這是一條由「肉體」與「字體」相互依存、搭建起來的荒人系譜，它以肉

身與字身的壞毀去宣告了書寫裡的鬼魂和其主體；然而卻也正因為無論是殺符號

或殺肉身，肉體軀殼與符號物事一旦面臨破裂，殼穴中的鬼魂於是亦幽幽然溢

出。放在世紀末的脈絡裡，這個來自於書寫盡處的、找不到符號喻依（喻依破滅

的──）的「鬼」，恰恰標誌出近代中文書寫裡，那個頻頻更換自身符號軀殼的

現代性主體。 
  在討論何謂「中文現代性主體」、以及自殺、死亡與書寫，如何和這個書寫

裡的大寫主體發生關係前，我想先來到西方的現代性。在話語與肉體的屍塊面

前，重新回顧西方現代主義的當代系譜，會發現作家的自殺幾已成為常態──幾

乎已經成為現代主義的另一種書寫形式。社會學家涂爾幹在其《自殺論》中，曾

試圖將自殺者區分成三種類型，包括利己型、利他型以及脫序型。英國文學評論

家艾爾‧艾弗瑞茲（Al Alvarez）在其以女詩人希薇亞‧普拉絲的詩作及其自殺

境遇為論述核心的著作中則明確指出，二十世紀以降的作家自殺系譜，幾乎都是

涂爾幹自殺典型中的第三種──「脫序型」： 
 
  利己型和利他型自殺都和個體被融入社會的過疏或過密程度有關。「脫 

  序型自殺」則是因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變化得過快，以致於無法應付新 

  的處境。龐大而出乎預料之外的財富（像是在賭局中大勝）、突如其來 

  的破產（像是股市崩盤）、離婚甚至家人的死亡，都有可能將人推入一 

  個舊習不再適用、舊有需求也無法滿足他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與其 

  說他和社會之間結構過鬆弛或過度緊密，不如說他的世界不再有結構可 

  言，他所習慣的舊有世界已經崩毀而他也已經迷失，因而選擇自殺。 

  T‧S‧ 艾略特曾經談及一種「語義置換」（dislocating language into 

   meaning）的觀念，這觀念用在文字上可以是創作詩的一種方法，但用 

  在維持了一輩子的習慣上時，卻會造成混亂和死亡。……可代表脫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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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殺者面臨的處境的，是卡夫卡小說《蛻變》裡的世界。6 

 
  換言之，「脫序型自殺」的典型，在一定程度的意義上，正是尼采棄兒型態

的現代情境。我們可以發現，自西方理性啟蒙以來，人類漸漸脫離了上帝的統治，

進入一個沒有「來世」的世界，「明日」不再具有許諾的意義。它透露著無盡的

虛空，以及人與世界之間的脫序。資本主義成為一刀兩刃，一方面，它驅退魔魅，

拔高理性，奉國家機器與資本機器為至高神衹；一方面，它卻也以其所重構的新

知識系統，對已然等同於機械的人類進行扼令與規範。這種劇烈的變化，對文學

所造成的影響正是一個新形式的全面翻轉。也就是說，當世界的情勢隨著整個現

代性風暴所帶來的災難而變得愈加扭曲，作為負擔描摹這災難景象的文學，就勢

必要發展出一套更激進的形式來與之抗衡7。 
  因此，從現代主義最開始的書寫策略，形式的實驗始終是其最重要的態度。

換言之，當科學、戰爭、城市、廢墟感甚至兩次大戰帶來的恐懼與創傷，不斷瓦

解基督教時代的宗教信仰，而使人的生命瞬間必須面對成為空無幻影的威脅感，

文學便不能再只是坐在原地等待情節，它必須深入那為現代性風暴所揭露的恐懼

核心，將死亡自恐怖的泥沼中挖掘出來，並與之相對凝視。艾爾‧艾佛瑞茲指出，

必須「煉製一種能夠赦免或承認荒誕的語言，並且接受這樣做所必須冒的生命風

險8」，文學語言的姿態必須首先經歷一層轉換，因為「沒有任何語言，不論是用

哪一種人類的語言，……能夠安慰那些不知自己因何而死的天竺鼠。9」換言之，

文學必須成為一種「非人類的語言」──甚至是「非文學」的語言，才可能真正

被允許進入那名之為恐懼的現代性深淵。這是現代主義最初亦最為核心的姿態。

它以極端的形式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登場──總是無法離開修辭與語言上

的刻意扭曲、暴力、口吃、不規則、總是對文體的毀棄與撲殺並繼之以創新。這

種鋒銳又野蠻的書寫態勢，其實是將自身那種謳啞嘲折的形式變態，視作一種抗

拒的武器。當二十世紀以後的人類在面對大量汰換更替的破壞性（包括戰爭、城

市、機器、速食，等等）元素所造成的精神麻痺時，文學就必須扮演一隻比它更

強銳的利斧，以破除人類心中被恐懼所麻痺的凍海10。佛洛姆用一個聳人聽聞的

                                                 
6 涂爾幹將自殺區分成三種典型，包括利己型（egoistic）：發生在個體無法恰當地融入社會，只

能憑個人資源生存的情況下。利他型（altruistic）：與利己型相反，是個體極度融入社會，與團體

發生緊密的認同關係。如神風特攻隊型的自殺行動。本文所欲探討的對象是第三種：脫序型

（anomic），是個體遭遇現代性風暴襲擊下，倏忽被棄置於無結構的符號廢墟世界，所造成的自

殺行動，它也是近代現代主義自殺者的基本姿態。見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野蠻的上帝

──自殺的人文研究》，王慶蘋、華宇譯，台北：心靈工坊，2005，頁 121。 
7 見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野蠻的上帝──自殺的人文研究》，王慶蘋、華宇譯，台北：

心靈工坊，2005，頁 312-313。 
8 同上，頁 313。 
9 同上，頁 313。 
10 同上，作者引用卡夫卡寫給其友人奧斯卡․波拉克的信：「在廣島原爆之後，我們再也無法想

像戰爭會和任何一種騎士精神相關，也無法想像戰爭會和任何一種光榮相關。我們在加害人跟受

害人之間看不到任何關係，甚至差異，除了他們雙方都參與『種族滅絕』這個事實……每一個時

代的人都會遇到一個他不想去思考、但又不得不去面對的主要議題。在佛洛伊德的時代，那個主

題是性欲和道德主義，今日則是沒有限度的科技暴力和荒誕的死亡。」，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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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境作為隱喻，直接指出現代世界本身就帶有一定程度的戀屍癖（necrophilia）

性格。他用夢境將城市比喻成一個巨大的變電機，它的黑色電纜線裡所流動的不

是電，而是人類的血液。在這個具現代感的美麗城市裡，既沒有動物也沒有人，

強而有力的科技吸取人的生命（血液），把它轉變成為電力。而當做夢者想要切

斷電纜、毀滅這個巨大的電機時，他免不了要被電纜裡噴出的血液濺濕了一身
11。好像他所殺的不是一條電線，而是一個真實的人。與現代性的對抗有關的文

學形式因此總是聽起來那麼像是一種謀殺（murder）──不管是殺文學或是殺自

己。艾爾‧艾佛瑞茲更語帶驚人地指出，在這一連串殘酷的形式試驗中，藝術家

扮演了「替罪羔羊」的角色，「為了釋放他和觀眾之間所分享的所有積累的罪惡

和晦澀不明的敵意，他願意冒險去探索自己的脆弱，以便創造出一種哀悼的語

言。彷彿他是藉由想像力來測試自己的死亡──以一種象徵性、試探性的方式，

同時預先留了逃生的出口。12」書寫的定義與位置因此顯得十分弔詭──它幾乎

已經不是單純的「寫」，而更接近一種破戒的靈媒。因為它的啟動不再來自這個

世界的實存景象，而是來自那莫名自域外襲來的風暴與斲傷，當它愈被其吸引，

以想像深入那未知的、罪惡的、無道德與規範的死寂域外，它其實正在以藝術家

的現實生命作為籌碼，換取進入那死亡禁地的唯一票根。我們也無法忽略，現代

主義從尼采以降，用來對抗現代性風暴的方式，幾乎都與自死脫離不了關係。包

括文學上的自殺（literaturecide）、精神病患的形式、肉體的自虐與發瘋、達達主

義者的毀滅性行動甚至其後蔓延了整個二戰政治體系的極右派系譜13，文學不斷

用各種極端的形式觸探自我的境地，挑戰形式的極限，並且和隨時埋伏在作為書

寫者職業中的死亡相互勾引，進行肉搏之戰。它是作者之死，是文字與書寫之死，

它同時也是作家之死，是肉體直接投注進書寫的場域，用自殺以完成對終極禁地

的觸摸，這是整個世代奉獻給現代主義的屍體。 
 
  然而，在台灣，肉體對書寫的自我祭獻，卻是非常後來的事。這當然和現代

性在東方注定宿命性的遲到有關，而且也和書寫裡一次地層的汰換有密切的關

聯。五四後的「新中文」就是這片新被淘洗而來的礫層；它代換掉了「古中文」

的符號軀殼；無父無母──一個語言的「棄兒」。在漫天價響的戰火與動盪中，

後殖民地的這個新生的「中文」，如同周人之祖，從「棄置」裡長出了自我的肉

身。它之後歷經的種種時期的書寫：寫實主義、浪漫主義、現代主義、鄉土文學

論戰……等等，都是它作為失語的幽魂、去尋找附身軀殼的一個旅程。 
  關於「棄」，黃錦樹在論及駱以軍的小說技藝和抒情轉折時，曾經以此論述

                                                 
11 佛洛姆 Fromm Erich《人類破壞性的剖析》，孟祥森譯，台北：水牛，1990，頁 230-231。 
12 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野蠻的上帝──自殺的人文研究》，王慶蘋、華宇譯，台北：

心靈工坊，2005，頁 314。 
13 關於尼采以降，乃至布朗修等近代德國極右派系譜的討論，可見理查‧沃林（Richard Wolin）

《非理性的魅惑──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閻紀宇譯，台北：立緒，2006。本

書有作者大美國主義的立場，抨擊尼采以降的知識份子及極右派政治錯綜交織的思想滲透，然而

在對串聯尼采至納粹知識份子及同代作家的哲學核心上，仍有作者極為縝密的詮釋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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駱的書寫14。我認為駱以軍的「棄」並不是單一作家個人的美學問題，而是整個

中文本身的語言孤兒型態。被棄置的語言主體無家可歸，因此它才會反而與後殖

民那強烈地要求主體建構的需要，更為加劇地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即使是六

０年代在名義上這麼靠近現代主義的系譜裡，西方那原本用以抗拒「現代性」的

文類──「現代主義」，在余光中抑或白先勇等人的書寫裡，卻呈現了完全悖反

的方向。它專注於主體的治癒與建築，將「現代性」視為主體性的元素之一15，

無法忍受主體的碎裂，當然遑論書寫者的自死，或者弒殺書寫、去實踐現代主義

內部核心最重要的那片空無。 
  那是一個書寫還懵然無知的前書寫時代。不斷更替喻依軀殼的幽魂在各式的

修辭中寄居、浪遊、一個「家」轉遞過一個「家」，認技術與修辭為養父母。每

到一個新的修辭巢穴，內部的主體便隨著外在的敘事主題一再更動（某種意義上

這也是極為「寫實主義」的──），喻指幽魂認喻依符號為父母，符號內部的及

物鎖鏈非常嚴密，幾乎沒有鬆動的空間。這是中文現代性旅程的一個開始？它其

實也是「中文」它自我「現代主義化」的一段痕跡。而正因為這個痕跡和後殖民

的情境無法切割，所以，它的旅程與樣態竟也呈現出了它自己的東方現代主義樣

貌──那個濃縮在整整百年間的現代化躍進裡、一日千里的技術與修辭丕變。 
  我以為必須要到了九０年代後的死亡場域與自殺書寫，張大春的符號自殺行

動──在「小說」裡拒絕語言的「父母」──他的「野孩子」之姿，中文現代性

主體才從它那不斷流轉、而又晦澀不清的苦兒流浪紀行中，被暫且釋放，去重新

省視「書寫」的本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頭，也是九０年代後「我寫故我在」

的荒人作家群，以「寫」去銘刻了那幽魂般的「鬼」的足跡──那塊中文現代性

主體的里程碑記。從張大春的語言拜物教行動開始，書寫第一次檢視了它自身的

空無，這個空無鑄造了駱以軍後來的那部投胎機器──讓那幽冥處的喻指之鬼藉

由「重寫」的生殖，被再一次地分娩、產下，獲得它真正的「家」。「書寫」不再

只是敘事技藝，更重要的是，藉由話語的屍身，駱以軍跟張大春都揭示了「寫」

的物性，使書寫者的肉身與書寫中的字身有了一個等齊的位置。換言之，作家的

肉身是仰賴寫作的字體堆砌出來的；那麼，字在人在，字亡人亡，九０年代後的

兩位自殺作家邱妙津與黃國峻，便是這個系譜裡的一個極致；環繞著個人體驗裡

不同形式的虛無，他們的肉體與人生是被書寫的鷹架所支撐起來的。肉身的自

殺，某種意義上其實是洞見了寫作裡的自我主體，乃是一個飄盪的鬼魂。鬼影幢

幢的世紀末文壇可說是一個書寫的祭壇，它擺設上作者的肉身，招喚域外空白的

神靈。它的運作因此也是一場自身的祭奠。而那隻飛梭般的小說之筆，毋寧是等

                                                 
14 見黃錦樹〈隔壁房間的裂縫──論駱以軍的抒情轉折〉，《謊言或真理的技藝──當代中文小

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頁 243-251。 
15 後殖民著眼於建立自身的主體性，或將「現代性」視之為某種黃袍加身──如夏濟安以降的

外國文學系譜，與余光中那將滅未滅的民族火光，需要語言的「拿來改造」，而所借用的方便門

道，或則是視「現代性」為敵營不可洗濯之宿命血清，將其視為與其「中國性」同質──如七０

年代的寫實主義陣營，其鄉土與中國、寫實對現代的思考範式，仍不脫將「現代」訴諸為對營「中

國」主義之一環的想法。這種拔擢主體、視「現代性」為「主體性」元素之一的態勢，使台灣的

現代主義變得極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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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肉身自剖的刀具的。 
  本文試圖以八０到九０年代初張大春「作者之死」的書寫系譜為起點，以其

書寫的形式──符號廢墟──為核心，對位到八０以降的歷史、文化與寫作斷代

的座標，並延展至黃國峻與邱妙津等人，以自殺作為「作家之死」的極致宣言，

探討書寫與死亡在九０年代台灣文壇上的激烈辯證：「字」的死亡如何擴張、蔓

延到「肉」的自戕？符號的破裂如何威脅到肉體的存有？從而竟使人放棄了生的

世界、進而投注於死的禁地？「字」的材質性（materatlity）歷經了及物功能的

失敗後，究竟還能在書寫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它究竟「變態」成了什麼樣的效

能與意義？本文試圖藉由九０年代後台灣小說中關於這一自毀與自殺的文本，爬

梳出作為當代書寫中重要一環的肉與字之系譜。 
 

第二節、論述脈絡 

一、書寫與主體 

  他發現一個游得很遠的男人，半消失在海平面下。泳者和他維持著等距，不

斷地游出他的視線之外。他看見他，然後又看不見，卻又感覺跟上了他的每一個

動作：他不僅一直都極清楚地感知道他，還以一種完全親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觸

都無法超越的方式與他接近。……在這凝視當中，有著某種令人痛苦的什麼，像

在表達著一種太大的自由，一種藉斷絕一切連繫而得到的自由。他的臉變得紊

亂，顯現出前所未有的表情。 

 

                    莫里斯․布朗修《黑暗托馬》16 

 
  布朗修（Maurice Blanchot）這段文字，要說的或許是書寫行動中的某段截

影。它被視為一種領受，絕對的逼近，意志力，或者只是一條不斷航向離開的小

船。書寫，總是在靠近某條始終在視域之內，卻又無法觸摸的海平線。在靠近的

旅程中所面對的來自暗黑海域的召喚手勢毋寧將化作一種深淵的前沿。它不斷向

你的陸地靠近，讓你的腳下剩下一座島，一枚沙灘，一隻鞋子或一艘船。它以浪

的彎曲勾引腳趾的花，它是舌頭，或者歌。你可能想到尤里西斯的海妖的歌唱，

想到那在迷惑與搔癢中莫名其妙的死亡，但你也必須知道，致死的從來不是聲

音，而是聲音的遠端，遠端，再遠端。是極深極遙遠的海，沒有岸，你游過了一

點，再游過一點，燈塔和沙灘已然消失不見，沒有旗幟與標點，這是一行空白的

句子，因為你已經在句子之外，再之外。在上一界域的海平線之後，在下一界域

的海平線之前，那終極的追求是一條始終離你某段距離的虛幻之線，一種「不可

能場所」，是深淵也是火光，離自由如此之近亦如此危險又遙遠，只能耗費所有

的肉體成全修辭的魚群？於是那岸上的凝視者便不再只是單純的凝視。他是那游

                                                 
16 莫里斯․布朗修 Maurice Blanchot，《黑暗托馬》，林長杰譯，台北：行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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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亡海域的泳者的生還，替代品，或者第三隻眼睛。他領受了修辭的魚群朝向

域外漩渦時所往岸處划動的水流──他從來也沒有領受了修辭，頂多只是領受

水，與夢。 
  布朗修提示了這樣一個位置：關於書寫與書寫自身，首先面對的必然是一個

召喚的黑洞。是黑洞使書寫成為可能，而讓所有的修辭成為通往那洞穴的迷宮柵

桅。我一直以來的思考是：小說是什麼？對我這一代出生的（一九八０年代後的）

某種食夢者與知識漫遊者而言，小說究竟是一種什麼？如果小說確實是一座通往

黑洞的森林，那麼對那黑洞的各種展演與舞蹈，無疑就是這「召喚－被召喚」（有

時甚或是以「抗拒召喚」的形式出現，總的說來是一道掙扎的痕跡）儀式中必然

的特技。它或以夢遊隊伍的形式出現，或以龐大史詩的梅蒂亞式逆風混聲合唱現

形──對抗／接受那來自洞穴的感召。其中也有不慎失足被席捲進那深不見底的

黑暗洞穴的？如邱妙津或黃國峻？從《蒙馬特遺書》17，死亡直接從書寫過渡到

肉體的毀滅，你是否跟我一樣想起了那個燒掉金閣的瘋子，將金閣投擲進烈火時

所綻開的煙花，正是切腹的三島對肉身的自我爆炸？從《水門的洞口》18，書寫

中所展現的節制與理性竟亦未能防範那來自死亡的瘋狂，而導致它終究成為一部

形式的遺書，你是否會訝異於那書寫板塊的地層下方竟藏匿著如此龐大的邪惡與

黑暗？你是否和我一樣，感覺到一個世代板塊已經在那樣奢靡的毀滅與實踐中，

被輕易地跨越了？ 
  曾幾何時，寫與死竟如此親密靠近幾達相互毀滅的境地，而讓人不得不驚覺

那中文書寫自啟動後，近八十年之久的語言主體性工程，一夕已然成為頹喪的廢

墟。如同朱天文的回聲：「我寫故我在19」。「寫」，成為一個不及物動詞，它的載

物率被降至最低亦被擴至最大，它無須付出承擔，卻注定必須承擔一切。「我在」，

就是那唯一僅剩的一切。書寫從它那古老的及物柵欄20被釋放，而一肩挑起的竟

是那廣大的，不及物荒漠裡的，某種不可承受之輕？ 
  九０年代後某一類型書寫的卸載工程，使我思考一個關於近代中文書寫的本

體論（ontology）地基，究竟經歷了何種翻動和置換。從最初的胎動啟蒙時刻，

被殖民陰翳與政治主體的頻頻更換所攜入的現代性侵入，無疑是近代中文書寫植

被的初軔。從文言轉入白話，字的肉體經歷了一層全面的剷除與再植。在中國，

那是五四的遺產和痕跡，政治目的結合新生的「中文」（那時白話文尚是一個嬰

兒罷──）不得不被迫向那突至的現代性風暴做出回應。魯迅的鐵屋，形式上的

                                                 
17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台北：聯合文學，1996 年初版一刷，2005 年初版十七刷。 
18 黃國峻《水門的洞口》，台北：聯合文學，2003。 
19 朱天文《荒人手記》，台北：時報，1994 年一版，2000 年二版七刷，頁 59。 
20 這裡是意指書寫的古典命題，簡言之，它必然是對某一意義（實指）的負載。從古希臘時代

以降，它總是劍及履及地實踐著對某物的追隨與服膺。它被規範在一個及物柵欄之中。本文所思

考的是，當中文書寫被啟動的同時，那從殖民傷口所流淌出來的大量災難汁液，總是必須與書寫

自身的及物性相互為用，主體相信書寫，操作書寫以安頓錯亂的殖民地主體，和書寫成為一組共

謀的醫療關係。因此，它的及物性是必須配合後殖民的主體性重建工程而被加劇的。但弔詭的是，

正因為這一緊繃的姿態，反而致使書寫在進入現代型態的整體置換中，面臨了最大的窒礙。容後

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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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牢籠，那牢籠的囚禁卻總是指向一個吶喊的困局，而致使寫作的及物栓

鈕必須與那所及之物──某種意義上來說或許是一種「幸福」──寸步不離而且

劍及履及。魯迅的白話文形式與其書寫裡所負載的理想許諾幾乎成為了此後新中

文的宿命；而在台灣，那被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尖端所挑破的災

難性汁液，似乎是迫使某種書寫的面對和承載變得更為加劇了。從文化協會到皇

民化政策的二十餘年，語言主體的激烈易位──其中不乏不惜將書寫全面削減成

為最單薄的「話文」者──如黃石輝與賴明弘在三０年代初那一場貧瘠又荒謬的

話文戰爭。在後殖民的主體重建策略裡，書寫似乎已然等同於許諾。它的承載遠

在它自身所能想像之外，它的領土被安插上主體意識型態的旗幟，它和書寫者的

關係被化約成為簡單的「信任」──和它自身的及物性質相互為用，以安頓殖民

地被現代性沖擊潰散的錯亂所指，從而保證主體的存活（存在？）。 
  書寫是不是已經成為那古老中國在歷經一次毀滅性災難後，所僅剩的一條超

載的挪亞方舟？它攜帶著存活的希望從死亡的洪水那裡逃脫，那逃逸的路線因而

總必須是更為固著的典律與修辭──因信任而激活，因認同而有了重量，近百年

來的中文書寫其實都在用它自身的符徵與能指，回答著來自現代性災難的同一個

問題：「我是什麼？」。 
  換言之，新中文的啟動和書寫者（甚至整個國家）現代主體的重建其實密不

可分。五四也好、新文化運動也罷，甚至一九三０年代那場第一波鄉土話文論戰，

在在都直接暴露了「語言」這一載體所必須承擔的職責，就是鑄造新的、被現代

性風暴擊潰後的主體：「我」。「我」，是啟蒙運動中面臨認同錯亂的知識份子，是

台灣話文運動中斷然決意拋棄民族語言的左翼發聲，是皇民化策略中面臨同化與

流失的書寫者（尚且在書寫裡做著艱難的抗拒？），「我」也是那被反共文藝政策

驅動前去叫囂中華民族主義的激進愛國主義者，是六０年代現代主義的書寫氛圍

下，被壓抑成為畸零形象的台北人或黑眼珠，是鄉土寫實主義裡被發動群起去看

海的人道關懷主義者。忠誠的字不斷在實踐著混亂的肉，以清理、塑造出一個新

的「現代自我」。書寫（新中文）作為現代主體的一種絕對踐履，它的根本性質

因此被規範為對現實的承載；它的理想性被化約為對災難的救贖；它的實用性與

寫實性奠定為文學的基本價值核心；它的語言因此將永遠被限定為一種「寫些什

麼」的寫實主義性格。換句話說，中文自甫出生就不得不承擔它其後長達八十年

（甚至更久）的宿命：「載道」。 
  用「載道」規範新中文的性質，就勢必使中文語言轉進「模仿」的窠臼。最

開始的語言詞彙當然是模仿西方現代物事，而事實上，作為現代文明（落後的）

翻版的中國或台灣，白話文發軔之初所致力於摹寫當下的現代現實，無論在造

字、擬音──模仿一種日常話語、而「日常」又作為「現代」的再現──都將使

「模仿」內化為新中文本體論最重要的一項語言特質21。這種語言內部的模仿

性，在修辭光譜傾向寫實主義的時期，由於性質的靠近（寫實主義作為一種顯而

易見的模仿現實），較不易觀察其作為中文某一特出性質的重要性。但是若把光

                                                 
21 關於模仿、翻譯與現代性，以及這三者實踐在「語言」這一本體論場域的討論，詳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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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調到現代主義的修辭場域，卻反而能觀見其中極大的反差性。 
  以六０年代的白先勇而言，語言系譜如此靠近現代主義的修辭，《台北人》

摹寫了一個虛擬的、不在場的「中國」──逝去的時光，基本上可視為語言模仿

論藉「現代主義」之軀殼、以模仿進行對父屍的還魂。不同於寫實主義時期「道」

作為「政治目的」的代稱，此處的「道」被更替為君父城國的一種擬仿，而實踐

在他後來的那本《孽子》裡，更顯現語言內部朝向某種父親形象發動的書寫驅力。

白先勇作品裡強烈的「父魂」顯靈，加以他所致力的語言翻譯、革新行動，都將

使現代主義的定位變得非常弔詭。換句話說，作為一種新語言形式，六０年代的

現代主義似乎仍未跳脫「翻譯－模仿」的政治，語言仍在不斷摹寫它的對象物「父

者」，而現代主義的修辭也將只是「換一個身體來模仿」。換言之，語言仍籠罩在

及物的陰霾之下。對實質君父的想像內化、結合模仿論裡對起源的摹寫，成為「中

文」語言本體無法跳脫的宿命。一九七三年王文興的《家變》可視為語言形式與

父親形象的另一道掛勾，《家變》藉作者極為自覺的破壞性修辭嚴厲討伐代表傳

統鬼屍的「父親」，可視為語言的中文對模仿論盡處的源頭──「父」的一種反

抗。《家變》其實是一座語言之「家」的「父」「子」爭奪戰，「父親」作為被寫

的對象，象徵語言的及物霸權，而「兒子」作為書寫者，則不斷試驗、企圖超越

取代「父」的語言定位，王文興所要抗拒的非但是實質意義上傳統而陳舊的時間，

同時他那變形的、刻意呈現破壞態勢的語言更有捨棄父語的控制、建立「兒子」

自身語言國度之體系的企圖。在《家變》的終局裡，「兒子」終於取代「父親」，

成為「語言之家」的新父，卻也暴露了中文語言地層裡清晰而宛如族譜般開展的

親屬關係──模仿父親；模仿逝去的魂在；為「父魂」尋找各式各樣的修辭軀體；

在在暴露了語言內部由模仿行動建立起來的父子圖譜。 
  這裡的父親當然不是意指文本內容實質父親圖像隱喻的具現，而是一種起源

對語言的綁架。語言的親屬關係藉由及物鎖鏈的掛勾，展開了它內部的父子生殖

圖像。書寫作為及物意志下的產物，自此籠罩了語言起源處那象徵「意義」的「父」

的陰霾。並且，藉由及物的承載，它也反身負擔主體在現代風暴裡被潰散的救贖。

我們要問的是：小說難道僅僅止於救贖？或者，那藉由小說所構築出來的主體位

置，是否真有能力回來承載殘破的肉身？那沉重腐爛的傷口竟是這樣三言兩語即

可打發了事，書寫何其輕朓也哉！在後殖民的敗破場景裡，飛迸的血肉附加在書

寫的文字，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反而是顯示了對書寫的挾持。如同張大春在他的《小

說稗類》裡探問的：「有沒有一種文學的政治？」──而非「政治的文學」？關

於書寫的自由；在西方，那是十九世紀或更早的事；書寫從薩德那裡繼承了前所

未有的自由，在巴塔耶的色情廢墟裡接管了所有的瘋狂。詞與物之間再也沒有任

何上帝，詞彙面臨了它自身空前的解放，而讓所有的修辭都從及物的鍊條裡傾巢

而出，從那「物在」的沙灘轉向，洄游向海妖歌聲的方向，以進入無邊的深淵與

黑暗。在現代的地層裡（廣義地說，那甚至是某種現代主義的底牌──），書寫

再也無法宣稱自己是書寫，而只能是一種迷惑。尤里西斯的海妖的呼喚。歌聲的

前沿與引誘。來自死亡灘頭的致命吸引。真正的書寫變成是對域外的見證，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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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辭將只是一種舞蹈──跳舞的字從來不為自己的舞蹈所迷惑，它們深知修辭

的舞步從來不指向任何的治癒與信任，或者跳舞會把它們變成另外一個人──一

個主體。舞從不帶來塑造或想像，舞只會在腳尖帶來愉悅與快感，在快感中打開

一個從不存在於「物在」板塊的場所，一扇門，或一個洞。洞裡殘破敗壞的肢體

如山崩全數嘩然傾出。傷害早在敘事之前即已發生。一個小說家的心靈地下室
22？書寫不是主體組合敗壞殘肢的場所──而是恰恰相反，書寫是主體朝向那無

主體失語處的域外不斷疾走的痕跡。域外的風暴。它向書寫者湧來，將書寫者分

解，在死亡裡將主體化作漂浮零碎的肢體。 
  我認為八０年代中期後挾帶國家認同的轉型與多元文化的分歧，至少產生了

兩股質變。一方面，詞彙脫離了某一固定意識型態的認同與束縛，成為流動的精

神符碼（這固然和解嚴前後單一信仰結構的鬆動相關──），但表現在某一種小

型的書寫群落之中，書寫──「字」，仍是主體的寄居場所。從《殺夫》到情慾

感官的解放，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到歷史與政治的信仰碎裂成為堆疊的瓦礫，

詞與物，在意識型態的連環解構中尚且保持著一種流動的親密，在某種意義上它

甚至還在（更躁鬱症地？）回答那「我是什麼」的問題23。 
  但是，作為對父系敘事的叛逃──我認為有必要將論文的討論對象聚焦在這

些敘事及物皆有所為而來的作品以外。在同時代的書寫場域上，我想討論的是另

一種更為拔高且尖銳的沉默：謊言的姿態；拒絕再去回答「我是什麼」或甚至乾

脆將之竄寫為「我什麼都是，所以我什麼都不是」的撒謊者。這個光譜的第一人，

無疑是文壇上的後現代始祖張大春。 
 

二、從符號裂變到肉身棄置 

  攜帶著黃錦樹所謂謊言與真理的技藝從容進場，在八０年代的書寫場域上，

張大春毋寧是一個破壞者姿態。從《雞翎圖》時代即已提出的質疑，序文〈書不

盡意而已〉： 
 

  停筆於小說已半年有餘，我經常思考著的問題就在這裡：如何假定我的 

  描述是「寫實」的？又如何證明我的詮釋不是大膽而武斷的？我所框架 

  所呈現的文化景觀是未經扭曲的嗎？至少，某些故事裡的人物都是我現 

  實生活中所接觸甚至相處過的人們的投影，而無論有意無心，投影勢必 

  導致曲折和差異，勢必是朦朧的。那麼，我足夠「公正」嗎？這只是寫 

                                                 
22 作為九０年代某種指標性作家的駱以軍即常在接受訪談時提起這種作為書寫者地窖式的密

室，其意義或許更接近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中所欲揭示、一種來自作者內部的「惡」

的貯藏室，堆疊著羞恥、憤怒、宿命、恨意、虛無或者莫可名狀之傷。 
23 我認為這是對後殖民場景的更深固著。它的多元主體正投射出戰後書寫場域急欲為自身的創

傷尋找慰藉與解釋的企圖。劉紀蕙在《孤兒、女神、負面書寫》中有大量篇章都在討論八０年代

中期後藉由女神文化重生的本土意識，也可能會產生固著的戀物，而使原本流動的文化符碼形成

僵化。這一點將在第二章有更深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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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技巧的問題？還是小說作者先天的權限被忽視被忽視而擴大了呢？24 

 
  這種直接反映在書寫者與書寫之間的質疑，從最根本的層次摧毀書寫、推翻

書寫，成為張大春其後二十餘年最重要的寫作姿態。對張大春這樣的作者而言，

最重要的不是他究竟在書寫裡撒了什麼謊，而是書寫自身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最大

的謊。各種形式的書寫：空間性質的操演如《公寓導遊》、時事滲透小說的純度

溶液如《大說謊家》、科幻與時間軌線的交錯如《化身博士》、《時間軸》、甚至那

其實富含現實題材性質的《沒人寫信給上校》、《撒謊的信徒》，都在「謊言」技

術的教誨之下暗示著寫作主體對於書寫本體論意義上的潔癖，以及自我謀殺──

對及物的恐懼、對書寫的害怕、對典律的不安，終致將其推送到書寫中「至高他

者」的不可搖撼的位置。非常弔詭的是，在語言的弒殺之中，以「野孩子」自居

的張大春，在歷經了八０年代的語言自殺行動後，來到九０年代後，卻赫然供奉

起了《小說稗類》與他的中國武俠《城邦暴力團》。如果符號自殺是使書寫暴露

出其「物性」（屍體？）的一個過程，那麼，他後來所堆砌的中國與西方語言知

識場域，會不會其實是一種對「語屍」的守靈呢？我認為張大春的後現代技藝闢

開了九０年代後的語言拜物教派，話語的及物性面臨失效，導致放送出去的語言

找不到掛鉤的對象，而自我爆炸。這個爆炸，是語言自反性的爆炸，亦是中文書

寫史上的第二個爆炸，第一個爆炸在五四，語言尚不知道自己是語言，書寫尚不

知道自己是書寫25，第二個爆炸在這裡：語言太清楚自己是語言，書寫太清楚自

己是書寫，而致使此後的書寫也只能指涉向對書寫自身的不斷追問。 
  這個來自語言內部自反性的掉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它主導了九０年代

以後某個世代板塊的洄游方向。從張大春那裡──至少是某種後設技藝裡──出

走26的駱以軍，那龐大複雜且華麗淫猥27的死亡與家族史修辭，在這樣的問題前

提下將全部化作對「書寫」所在之深淵做出回應的線控木偶，它們只對域外的虛

無起舞，它們是死亡的修辭。即使是在如此靠近後殖民主題書寫的《月球姓氏》，

我都以為駱以軍要說的並不是對遷移與殖民史的感傷情調。相反地，它們要說的

是那對書寫進行召喚的空無力量乃是居住在何其飄渺的域外空間，而致使《月》

書的修辭只能以這樣碎裂的場景板塊對我們顯現。「字」被注定朝向死亡敗壞，

「字」再也無法堆砌觸及任何的「物」，因為當「字」決定接受那來自賽倫海妖

的域外呼喚28，「物」便注定要被置換成「肉」──而且是唯一的：「自我肉身」

                                                 
24 張大春〈書不盡意而已〉，《雞翎圖》，台北：時報，1981，頁 3。 
25 它只能辨認自己是「白話文」、「中文」、「現代中文」。關於這個「驚爆」，或許可以參看黃錦

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了的計劃？〉見《謊言或真理的技藝》，台北：麥田，2003。 
26 黃錦樹認為駱以軍從張大春那裡的轉折是一種告別，我認為其實不然。他們其實在實踐著同

一件事。容後詳述。見黃錦樹〈隔壁房間的裂縫──駱以軍的抒情轉折〉，收於《謊言或真理的

技藝──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頁 339-362。 
27 見王德威的評論〈我華麗的淫猥與悲傷──駱以軍的死亡敘事〉，收於駱以軍《遣悲懷》，台

北：麥田，2001。 
28 這個部份討論的最深刻的當屬楊凱麟〈駱以軍的第四人稱〉，第二十九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嘉義：中正大學。本文亦從中得到重要的提點與啟發。容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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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意義下的「肉」（亦即是朱天文的「我在」），「字」攜帶「肉」駛向虛空的漩

渦，而終究是導致「肉」與「死亡」的拉鋸和相互扭曲。這是一場看不見的肉搏

戰，屬於現代書寫星系裡的，關於某些小型行星與某強大引力之間的離心線拉

鋸。面對死亡漩渦的引力，書寫不斷以其肉身對其進行分裂、試探、抗拒、游擊、

或自我衍異，它是卡夫卡「變形記」的重演──他「變態」了29，而且正因為這

「變態」發生在不可及物的虛空大海，無法訴諸一種寫實主義式的符徵化，於是

在根本的意義上它只能被置換成秘密的自我謀殺與內核爆炸。 
  從符號的自死到書寫的失效，張大春以降的某種符號的自毀書寫者必然產生

對符號「假我」的無法認同。真實的地層經歷符號的塌陷而赤裸呈現，寫作儼然

從八０年代前的療傷機制一轉成為玩火自焚。因為在書寫真正的盡頭，我們其實

再清楚不過地預見了及物的不可能，以及所有的救贖都僅僅只是一場虛妄。書寫

是一則最大的謊言，因為修辭的謎面總是誤導人們走進錯誤的物，而永遠不可能

抵達真正「做謎的人」。在那書寫驅力的所在深淵，任何一種對謎底的偏執將無

法喚回真正的真相。因為真相不需發聲就已然存在於那裡（甚至不需「字」）─

─黑洞。更深的黑洞。你如何能夠在黑中辨認黑或另一種黑？唯有緘默能夠召喚

死亡，我們更需要的或許是「聆聽」？ 
  「聆聽」什麼？「聆聽父親」。「父親」是一個極佳的兩面性詞彙，它一方面

作為實指意義的「父親」，一方面卻也是「書寫」與「小說家」作為話語權力操

持者的一個隱喻。無論是張大春那念玆在玆的伊底帕斯預言系統，抑或是駱以軍

私小說裡被反覆弒殺的、故事中的「父親」，都表達了書寫者一定程度上對成為

一個「敘事父親」的恐懼。小說家在兒子與父親的兩造之間擺盪，在書寫者父親

與被寫者兒子的天秤兩端，藉由書寫來確認自身的位置。他們的寫作是從「父親」

處離開、浪遊，去到尤里西斯的空白死亡灘頭而又再度復返的一趟旅程。回到符

號的大陸，與昔日亟欲逃離的語言並起並坐，「我寫，故我在」，因為唯有「寫」

能在書寫朝向無盡虛空的旅程中，用「字」在「肉」上直接留下一點帶血的指爪。

「寫」就是存在的圍欄，它為虛空的主體提示了一道掙扎的痕跡，卑微的依戀，

字在人在，字倒人亡，邱妙津與黃國峻，正是對這一虛空的絕對捨身與投擲，那

其中牽帶了愛的敗壞，以及生命中大量不可企及的域外。從《度外》到《水門的

洞口》30，書寫只回應了一種絕對的空白（甚至是拒絕回應任何這空白以外的─

─）：一種外邊。符號之外。聲音，光影，情緒，氣味，或者愛，在那樣大片「留

白」式的曝光下，皆盡數被刷去意義的附著，而僅僅只能是它們自身。它們從不

訴說情節，因為情節的意義只對時間湧現，而無法在訴說之中浮現，它們頂多訴

說那情節的「不可訴說」──一種來自域外目光注視下的、靜置於域內之處的規

則與理絡，而致使所有書寫中應為符號機制所承載的情緒與內容，被阻隔於書寫

主體的觀看位置之外，再不能重合。 
                                                 
29 這是駱以軍不斷在其修辭中給出的訊號，在《遠方》，他也這樣自我解嘲：「……我的朋友們

總說我『變態』（我想他們是指我的小說）。……我說我並沒變態啊。……也許真正的原因是我『動

過了手腳』。」《遠方》，台北：印刻，2003，頁 184。 
30 黃國峻《水門的洞口》，為黃國峻生前留下的最後一部未完成的遺作，台北：聯合文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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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生界與死界的區隔，是符號敗壞後而致使生界／符號界的所有意義全數

掉頭匯向死界的必然結果；虛無攻陷符號；生界與死界層次互侵，而書寫主體儼

然方生方死，隨死隨生，終究是以肉身投擲進域外的虛空──一種極致的、唯一

的書寫形式？從《鬼的狂歡》以降，邱妙津或以「鬼」的暗黑流質形象，或以「鱷

魚」的怪胎／酷異形式登場，在其書寫中所展現的自戀態勢與對絕對愛戀的精神

追求，在每一個愛欲對象的符號軀殼都面臨破敗後，終於不得不面對自我肉身也

僅僅只是一個虛妄的假我的難題，唯有藉由投注死亡，方能離開符號，重返精神

的聖地。一部《蒙馬特遺書》正是「書寫」──「字」的最後防線，肉身藉「遺

書」直接傾軋進「死亡」的禁地，書寫的本體論地基已然經歷一重翻覆，它不再

展示一種「完整的主體」，或說它再也無法展示「主體的完整」──它是一部「書

寫機器」31。此時「荒人」已然成為不得不為，敗亡後的符號依舊持續運作，寫

作勢必是肉身存活的法則與機制──將那缺乏符號承載、而不得不「自我符號化」

為某一突變異種而存在的肉身軀殼接管下來，以維持其行屍走肉式的存活。「肉」

食之已然無味，棄之又謂可惜，死亡與存活的疆界遂漸次鬆動，於是我們終究來

到《遣悲懷》的死界門口？那對亡者邱妙津的召喚儀式以性交、褻瀆、強暴、偷

窺甚或夢遊者的演出輪番上場，駱以軍的越界書寫儼然已進化成為一部真正的通

靈機器──類近大江健三郎與其亡友伊丹十三進行聆聽與對談的、一個非生非死

的靈界場域──一部「田龜」32？一個招魂儀式。一條通往域外死界的唯一道途。

「書寫」已非符號，書寫就是「巫」。早在《第三個舞者》時期，駱以軍即已以

一篇〈紅姨〉隱喻書寫與靈媒之間密不可分的血緣關係，相對於符號死亡場域的

其他作家藉書寫宣告書寫的敗壞與肉身幽靈的可有可無，可生可死，駱以軍的書

寫態勢顯然展示了某種能量重啟的發動。那從《妻夢狗》時代就已赫然成形且愈

見敗壞傾圮的「時間之屋」，歷經了《第三個舞者》的窺視越界，到《月球姓氏》

的板塊漂流與時空曝光，符號已死，愛慾仍存，那被評論者早已論之再論的、一

個「稍微認真一點在悲傷的人」33，若不選擇肉身的毀棄與自殺，只有一個姿態

能確立主體存活的合法，就是「拯救」。「拯救」是一個弔詭的兩面性詞彙，一方

                                                 
31 本文的「書寫機器」乃是意指符號塌陷後的書寫本體，失去其激活或者治療的機能，而成為

維繫那肉身幽靈存活的某種機器裝置。邱妙津曾在其《寂寞的群眾》的自序中言及「自己必須先

成為一個作家，然後才能是別的。」（台北：聯合文學，1995，頁 6-7。）那是因為書寫總是離

主體作為虛空的真相最為切近，作家必須「獻身」於書寫、在書寫中重拾或給出一個完整的體系，

並且將之當作一種工作或職業持續地運轉下去，虛空才有被駕馭的可能。這種以書寫作為自我控

制、自我痕跡的刻烙工程，在現代星系的作家群中，幾乎是自覺地被當作肉體存在的機制在運轉。

無論是朱天文「用書寫抵抗遺忘」的宣言，抑或是黃國峻乾脆將自身視作一架用以抵抗域外虛空

的機器──「詹姆士兩千型」，都回應了符號塌陷後，書寫再不能成為信仰的寄託，而只能是肉

身軀殼的操縱機制。村上春樹曾在小說中言及人生「需要的不是理想，而是行動規範。」（《挪威

的森林》，台北：時報，1998 年初版六刷），某種意義上也對應到了村上春樹那自律極嚴的寫作

行動。 
32 這是大江健三郎在悼念其妹夫伊丹十三的小說《換取的孩子》中所置入的一個巧妙的楔子。

藉由錄音機「田龜」的對談，大江在文本中勾勒出一個生者與死者並置的靈界場域。 
33 黃錦樹、王德威、楊凱麟等學者在論及駱以軍的寫作態勢時，都無法不略過這句當初駱以軍

對其師張大春的追問：「為什麼你的作品裡沒有稍微認真一點在悲傷的人呢？」見《我們自夜闇

的酒館離開》，台北：皇冠，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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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為善的價值，它所要抵抗的是時間的暴力與虐殺，而進入那死界的界線，

將亡者重贖；另一方面，「拯救」也是書寫者／存活者相對於自殺者／死者／以

自毀贖得肉身絕對淨化的亡者，唯一的一條贖罪之路。符號層的敗壞被激烈的自

死實踐所揭露，時間的斲傷被肉身的自殺硬生生截斷，死亡一轉成為那時間革命

的先鋒派（avant-grade），書寫直接以肉身的自死作為終極的認同價值，反而存

活等同謊言，存活就是原罪，偽善已然不可為，這或許即是駱以軍的文本中大量

傾倒的淫穢與殘暴修辭，必須以那樣自賤的形式現形的最重要因素──因為那是

「罪」。是語言風暴的船難中，作為唯一生還者所必須領受的宿命譴責與自我撻

伐，而致使那文本風景必須以如此扭曲狂暴的漩渦形式出現。「生還」，時間的侵

蝕仍在繼續，而那潔淨的純粹之地已在亡者那裡，未來一直來，肉體漸衰成為哀

傷的犬儒，書寫非但僅僅只是對亡者的悼念與救拯，同時也必然是償還與贖罪。 
 

第三節、前行者的研究批評與整理 

  本文以書寫、死亡與肉身為主題，最終要回應的是九０年代後經由後現代技

術對語言的破壞和殺戮手勢，其底下被揭露出來的那個無家的、現代中文裡的書

寫主體。所以，在整部論文的脈絡上，我想先就中文書寫與現代性主體的研究作

出整理。 
  首先是「主體」的概念。劉紀蕙在《心的變異》一書中對主體與國族想像之

間的關係提供了一個參照點。她在《心》書中指出，對中國與台灣而言，以國家

的整體形式為現代性欲望對象，正是為了彌補線性史觀之下所產生的落後感與創

傷匱乏34。國家成為主體戀物的對象，而「心」脫離了其流動變異的質性，黏著

附加於國家，隨國族主體的更易而有所變動，成為其全書的立論姿態。這種思考

進路為我提供了一個切入點，也就是說：在這裡，國族主體顯然是一個大寫他者，

一個符號欲望場域，作為主體之「心」的「我」則等同於在匱缺創傷中試圖「重

構」的「主體」，而「書寫」則全面承載了這一符號欲望場域的重現／重寫。問

題是「主體」是否真能夠被建構？那已返身離去而以「空缺」之形式留存於「事

件」的虛線式的「那物」是否真能被捕捉？或者說，當主體性的建構工程因創傷

或潰散而迫在眉睫，「主體」不斷藉由「他者」反身堆疊照映自我的形象，其實

已然在想像的認同中遺失了對「主體」真正所在深淵的凝視。我認為在這樣的思

考取逕上，本文和黃錦樹在〈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了的計劃〉35將有相匯流。

黃在其論文中指出現代性風暴的襲擊與近代中文書寫的主體／文體呈現為潰散

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經驗主體的意識，處於災難的日常之中。於是那不可

表現之物，便被集體化，化為故事，被經驗的共同體勉強追捕；或讓意識瀕臨中

止狀態，語言臨近沉默。……它痛苦而困難的在暗示著那彷彿就在某處的不可表

                                                 
34 劉紀蕙〈心的變異〉，《心的變異》，台北：麥田，2004，頁 10。 
35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了的計劃？〉，收於《謊言或真理的技藝──當代小說論

集》，台北：麥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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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物；那不知來自何處、未被命名的事物不斷趨近又遠離，一直往返吹毀、干

擾書寫者句斷的成型，……這樣的場景，宣告了那來自意識的陌生實在（the 

real）讓中文在表意上徹底的癱瘓。36」 
  換言之，「破中文」的書寫系統正是以語言自身的殘破回應了現代性風暴突

襲的創傷與匱缺。它引領主體陷入了一種「全然陌生的意識、無意識及歷史場景

（頁 42）」，而呈現為敘事破碎與語言徬徨。黃錦樹在此轉入去討論現代主義的

美學經濟，正是主體投資理性於文本機器而反身獲攫的利益（或贈禮？）。也就

是主體「宣稱他的理性能夠完全掌控他寫的文本，文本所有可能的縫隙已被他無

限的意志和精神所充滿。（頁 44）」黃錦樹指出正是這一「獨斷我」作為（高級

的）現代主義者主體的顯現，而試圖將總是被歸納於後現代主義者之列的張大

春、朱天文、朱天心甚至駱以軍自其行列中離析分隔出來。換言之，文本中不斷

呈現為拔高、至上、極權與無賴的至高主體正是現代主義者對文本這部疏懶機器

之掌握的具現。我的思考點恰好相反。主體的不斷突出與拔高在另一個意義上反

而是對符號他者的自戕；謀殺文學；或者更激烈的口吻是，殺文學

（literaturecide），在極端的文本的控制之意義上，也同樣賦予主體能夠撲殺文本

的能力與特權。符號面臨塌陷，而主體反而是處在危險的虛空之中，隨時可被拋

棄，肉身符號的自殺在符號的自戕裡獲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而書寫則一併等同

毀滅。我認為必須回到這個毀滅面前，才真正靠近了現代主義的核心。它使符號

與肉身全數消解，而讓真實層的空缺裸露呈現；它是現代主義那啟動一百多年來

的深海震央所在；是那無可名狀的──班雅明之風，所來的居所。那總的來講就

是一個空白的、被無限推延的、一個失語的域外（dehors）。 
  於是八０年代中期後，由張大春的謊言系譜作為轉向的書寫群體，其中的符

號自戕與（名之為？）後設技法，正是對這無以名狀之「域外」處的回訪，所必

然需要演出的技藝。關於這一書寫世代的文學典律，究竟該歸入後殖民或後現

代，在論戰場域上已然喧嘩多時。陳芳明首發其難，在其〈後現代或後殖民──

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37中，區分後現代與後殖民之間乃在主體性建構或

解構的差別，並認為後殖民的根本精神在於抵抗（「後」，即抗拒），而突顯了八

０年代後的書寫乃是以邊緣游移而擺脫中心抗拒收編。在其論述脈絡中，「後殖

民」的主體捍衛工程仍持續延燒到八０年代甚至其後。陳芳明並在其論述中批評

羅青等將此書寫世代劃入後現代場域的囫圇吞棗之輩，佐以陳光興的批評38，指

出後現代主義在八０年代的無根與過渡。對其而言，戒嚴體制的鬆懈所加速的是

偏頗的權力結構的暴露，在這一權力解放的過程中，「各個弱勢族群採取的策略

容或與後現代精神有不謀而合之處，但其終極目標絕對不是主體解構，而是主體

                                                 
36 同上，頁 40-42。 
37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收入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

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選集之中，台北：麥田，2000，頁 41-63。 
38 陳芳明佐陳光興對羅青的評述為「一場追逐『後現代』流行符號的併發症正逐漸地燃燒起來。」

見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收入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

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選集之中，台北：麥田，2000，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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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39」廖炳惠則指出陳芳明的批評乃針對台灣某種流行通俗的後現代主義，

且暗示對歐美歷史座標之挪用的批評。廖炳惠並以此反詰陳的後殖民立場，指出

陳在批判「後現代」參照歐美論述座標的同時，「後殖民」亦應建立自己的論述

性以免與其流於同質40。廖炳惠認為，在「翻譯的後現代」過程之中，讀者非但

已然建立起跨國文化觀，同時也促成多元解讀的社會實踐，透過語意與架構的拆

解，洞穿權威中心的空洞本質，顯然「後現代策略已成為台灣邁向後殖民階段的

日常應變手段。41」廖將後殖民視之為一種必然的論述背景，而將後現代置之於

理解、進入、清理與重組這一論述架構及其間細部主體性問題的、某種「心態上

『質』的轉變42」。也就是說，後現代成為後殖民的過門，其邊緣游移的特技正

是後殖民主體重構的策略。廖將後殖民與後現代之論爭轉注於台灣的多重殖民史

及複雜的後殖民景觀，認為「不同現代性」應較適用於台灣目前的文化場域。本

文認為區分主義或論述的斷代將導致詮釋的失衡，何況落後感已然成為宿命，如

何自落後中尋找出落後的特異性（某種意義上亦是對應到了廖炳惠「不同現代性」

的策略），以及落後中的論述的主體性將是當務之急。 
  關於對現代性風暴的回應，八０年代中期後由張大春的後設技藝所拉排開的

一整個虛無系譜的世代，其中消泯主體、毀棄主體的書寫策略，將較之解嚴後某

種對權力中心的游擊式書寫（如李昂或朱天心），似乎更能比對出與現代性基礎

核心的參照系。對於張大春的討論，歷來都關注在其謊言書寫的策略態勢，如黃

錦樹、詹宏志、林燿德等人。黃錦樹與詹宏志皆指出張大春的最重要姿態是書寫

中被拔高的主觀意識，即「輕蔑我」與「獨斷我」43。黃錦樹更直指張大春埋設

於文本內部的自毀裝置，已與商品美學的價值體系交相滲透，而使其小說離開文

學，傾向品牌的符碼44。然而對張大春如此自覺（又其實不乏說書能力的）的小

說家而言，傾二十餘年的「撒謊」若只是為了在小說中獲得某種自我品牌形式的

                                                 
39 同上，頁 57。 
40 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入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

後現代》選集之中，台北：麥田，2000，頁 88-89。 
41 同上，頁 93。 
42 同上，頁 94。 
43 如黃錦樹：「……透露出某種焦躁的情緒，對書寫形式的厭倦、對小說『本色』（讀起來像小

說的小說）的不耐，形式於他如衣服，『被用過』則棄之如敝屣。而不動情與對形式的不耐煩、

不斷尋求更換形式，則是他後期作品中呈現的基本精神狀態。」，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理的

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收於黃錦樹《謊言或真理的技藝──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

麥田，2003，頁 208。另收於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選集之

中，台北：麥田，2000，頁 256。詹宏志指出張大春的撒謊書寫在一定意義上反映了一種「語言

靈物崇拜」：「……相信語言文字有種神秘力量，比事實更真實；寫歷史要春秋筆法，寫文章要微

言大義──語言不只描述事實，還可以修改事實，再造事實。」〈幾種語言監獄〉，收於《四喜憂

國》，台北：遠流，1988 年初版，1993 年二版六刷。詹宏志這樣的批評毋寧是肯定了語言之於張

大春乃有積極的意義，是逼向真實的改造技藝。我認為恰好相反，撒謊的徵狀正好顯示主體的焦

慮，以及對「真實」的無法掌握。語言不是一種靈物崇拜，至少它的召喚並不指向在文本裡被改

造完型的真實，它的崇拜某種意義上是為了洞開域外真實。 
44 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理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收於黃錦樹《謊言或真理的技藝

──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頁 228-232。另收於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

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選集之中，台北：麥田，2000，頁 27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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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不免啟人疑竇（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值得嗎？）。楊照的質疑：「……然

而這樣『打倒一切敘述』其實不能徹底解決問題。至少會有一個尾巴會一直回來

魅惑作者：如果說的都是謊言，為什麼還要說？如果一切都是謊言，那『怎麼說』

是不是就不再值得注意，也無從評價？45」楊照至少說對了一點，那就是敘事本

身沒有意義，因為敘事正是謊言的伎倆，相反地重要的是如果一切都是謊言，那

麼「為什麼還要說」？為什麼還要「書寫」？ 
  這個質疑揭露了書寫本身及其背後的所在虛空，以及寫作主體本身的消亡。

主體不是黃錦樹或詹宏志所謂「獨斷我」，而是反身「自殺我」。是語言鎖鏈中的

自我斷裂者。它洞視虛空，摧毀符號，而直逼域外真實。其系譜包括黃國峻、邱

妙津與駱以軍。語言枷鎖一旦自我毀棄，主體等同放棄愛欲與信任的能力，亦即

宣告作為肉身自殺的合法性。歷來對邱妙津的討論多關注於其女同志身份，如劉

亮雅一系列討論邱妙津的論述包括〈愛慾、性別與書寫：邱妙津的女同性戀小說〉
46、〈世紀末台灣小說裡的性別跨界與頹廢：以李昂、朱天文、邱妙津、成英姝

為例〉47、〈鬼魅書寫：臺灣女同性戀小說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48，然而多將解

讀的方向指向同志現身的認同政治。反而少數如王浩威〈書寫、死亡、性倒錯─

─從邱妙津《蒙馬特遺書》說起〉49、曾秀萍〈生死往覆，以愛封緘──論《蒙

馬特遺書》中書信、日記的書寫特質與意義〉50對書寫的體裁形式與死亡越界之

間的關係有較多辯證。本文將結合其主體愛欲認同的挫敗與對書寫、肉身形式的

毀棄，觸摸被寫作奉獻給域外虛空的屍體。相較於仍在愛欲漩渦中與驅力拔河的

邱妙津，另一位自死者黃國峻對域外位置的洞視，毋寧更加冷冽。黃在其文本中

的大片留白與曝光、去情節性，某種意義上甚至表達為對情節／現實的潔癖，其

實與張大春的系譜位置非常親密。李奭學稱其為「疏離的美學」51，我們也可觀

照出同一種對符號的斥離姿態，張大春被列入後現代技藝的範疇，反而黃國峻卻

被現代主義的框架所吸納？這一弔詭的現象必須仰賴離析其文本中大量的符號

空白，方能理解二者於這一系譜中的個別位置與其相對的參照性。 
  相對於符號自毀或肉身自殺的兩種書寫態勢，駱以軍的書寫則表達了符號重

啟與替身認同的逃脫術。王德威認為駱以軍的死亡敘事底線是對時間的思考辯

證。「……他的小說一再描寫死亡對時間的威脅，同時他也不禁猶疑時間不也正

                                                 
45 楊照〈青春的哀愁是怎麼一回事？──評《我妹妹》〉，收於《文學、社會與歷史想像──戰

後文學史散論》，台北：聯合文學，1995，頁 211。 
46 劉亮雅〈愛慾、性別與書寫：邱妙津的女同性戀小說〉，《中外文學》第 26 卷第 3 期，1997.8，

頁 8-30。 
47 劉亮雅〈世紀末台灣小說裡的性別跨界與頹廢：以李昂、朱天文、邱妙津、成英姝為例〉，《中

外文學》第 28 卷第 6 期，1999.11，頁 109-134。 
48 劉亮雅〈鬼魅書寫：台灣女同志小說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1 期，2004.6，
頁 165-183。 
49 王浩威〈書寫、死亡、性倒錯──從邱妙津《蒙馬特遺書》說起〉，《聯合文學》第 13 卷第 4
期，1997.2，頁 70-74。 
50 曾秀萍〈生死往覆，以愛封緘--論《蒙馬特遺書》中書信、日記的書寫特質與意義〉，《中文研

究學報》第 3 期，2000.6，頁 193-211。 
51 李奭學〈疏離的美學──談黃國峻的小說〉，《聯合文學》第 19 期第 10 卷，2003.8，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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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迎向『大限』的前奏。……如何設法延展敘述，逃過那劫毀的宿命？52」死

亡的碑柱赫立在前，而將促使所有物質性的生存皆全數面臨失恃，書寫亦然。書

寫若要逃脫被死亡同質化為無效符號的厄運，唯一的道途即是書寫對其自身的蛻

變。這一層蛻變即是書寫直接化落後的修辭為能動的巫術，衝破疆界，在域內與

域外的來去穿梭中見證其自身的存活。在這一層次的討論上，楊凱麟的論述值得

我們省思。楊在其〈空間考古學與時間製圖學──駱以軍的第四人稱單數書寫〉

以德勒茲的美學作為其方法論，析構駱以軍的故事游牧主義正是對空間皺摺的考

古與凝視，並以「時間失格」分裂時間地層，對回憶的回憶，以及記憶的差異差

異與重複，而揭露出時間的龐大陸塊與書寫的無能為力：「書寫意味著什麼？或，

能作什麼？……駱以軍的書寫作為一種圍繞著時間既解謎又築謎的運動，其所揭

露的，既非時間本身是什麼（時間作為謎底），也非時間改變了什麼（時間作為

謎題），而是『時間的詭計』本身（酒 93）。如果時間即損傷，生命即瓦解，則

對駱以軍而言，在紛擾沉痛的悲傷、憂鬱及悲劇之前，書寫所勉力為之的僅在促

使原不可見的時間終致可見，小說成為一種由高張的詩意文字所迫出的『時間－

影像』（images-temps），或『時間景觀』（月 83）。53」相對於楊凱麟所指述的「書

寫」成為時間景觀的靜態描摹（某種意義上亦即是對時間這一詭計的陳述），在

本文的論述中，將聚焦定位於書寫／主體／域外的連鎖反應，也就是說，當時空

已被死界侵入，域外成為隨時可前往的冥府，而書寫者重複了但丁以降的古老命

題成為一個遊冥府之人，最困難的恐怕不是捨棄肉身遁入死界，而是如何重返生

存的大陸。如何用已被塌陷敗壞的目光凝視生存，使一切真正「活起來」──具

愛欲、肉相、美色、軀體、貪婪、執戀。紮實的肉與字。它為域外認同在自殺以

外殺出一條新的活路──成為一個「巫」。 
  「巫」洞天機，明事理，知曉生死大限與永劫回歸，「巫」同時聽天聽並且

對天聽保密，「巫」是攜帶天機存活之人──活著乃是為了一個「秘密」──生

存的秘密。關於生存的起點即是來自死亡母體的耳語。生存即死亡。「巫」的書

寫以肉身軀殼作為存活的機器持續運作，肉體就是靈界的符號。本論文雖然並沒

有專文討論九０年代以「巫」自居的小說家朱天文，不過，將在第二章〈邁向域

外的語言──九０年代前後〉圍繞著女神與荒人的隱喻對朱天文的《荒人手記》

作脈絡式的論述。必須說明的是，「荒人」的具象隱喻確實是貫穿了本文的肉與

字之系譜。歷來對朱天文的評述總是無法與國族認同的塌陷做出切割。然而，從

《世紀末的華麗》後，某種主體性的幻滅感的確已流佈其所有文本，甚至其後的

書寫也只能對這幻滅後的虛空做出回應的手勢。我認為在這個層次的討論上，黃

錦樹的論述可說正是一語道破：「……『超我』仍高高在上，冷冷的凝視者。這

位先於《荒人手記》而存在的『荒人』所面對的存在問題，也正是《荒人手記》

中的荒人所面對的問題……對他而言，肉慾自身並非價值所在，甚至是某種（未

                                                 
52 王德威〈我華麗的淫猥與悲傷──駱以軍的死亡敘事〉，收於駱以軍《遣悲懷》，台北：麥田，

2001，頁 13。 
53 楊凱麟〈空間考古學與時間製圖學──駱以軍的第四人稱單數書寫〉，第二十九屆全國比較文

學會議，嘉義：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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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明的）價值之否定。因而肉慾的滿足卻讓他『身體裡面徹底的荒枯了』，讓他

衰疲於內在的荒蕪。內外的分裂及其相否定造成了巨大的存在張力，在連串的否

定之後，他冀求辯證的融合以超越存在的困境，攫獲價值以達至救贖。54」至此，

書寫蛻變成為「神姬」的修行之道。巫女。潔癖性的節制與自我要求，某種意義

上那「書寫機器」確實已轟然成型，以運轉主體的空無肉身與精神高拔而從「死

域」上升進入「神界」。「神界」亦是精神的居所，是世界的第一義，無，與「死」

幾無差別，某種意義上也是認同了「死」。或者說是域外的高級形式。 
 

第四節、範圍、進路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 

  本文雖以「死亡場域」和「自殺書寫」為題，但主要並不撿選文本中的死亡

符碼和自殺情節作為討論對象。王德威早有言述，在此類型的文本中，「死亡」

僅僅只是小說的「反高潮55」而非其自身。本文試圖指出的是，書寫或文學，在

其自身就獨具有死亡的宿命，語言自身反應在符號與意義的追逐中，正是挾帶死

亡而逃奔向存活的一種具現。面對近代中文書自啟動以來的語言主體性的存活工

程56，本文認為符號的破產與自戕正是擊破書寫的及物性栓紐與治癒機制，使書

寫真正成為一枚真理的墓碑（sema57），且洞開那被符號時差掩護下、早已逃逸

無蹤的「虛空」現形的，一種「親臨現代」的策略。而九０年代後因符號塌陷而

轟然洞開的死亡場域與肉身自殺書寫，恰是這一轉向的重要碑記。從符號的自毀

機制開始，愛欲的發射一再遭受遲滯，愛欲符號不斷接受拆解和破損，任何一種

愛欲對象的寄託，都將只是自戀的發動，主體無法真誠啟動愛欲機制，唯有藉由

撲殺「符號我」方能重新召喚那被埋葬於真實地層之處的自我肉身幽靈。死亡在

這裡不再只是存活的高潮，而一轉成為語言自身：書寫即死亡。 
   在這個論述的脈絡下，我討論了四位作家：張大春、駱以軍、邱妙津、黃國

峻。一九九０年駱以軍與邱妙津，在以張大春為首的評審機制下，同登聯合文學

                                                 
54 黃錦樹〈神姬之舞：後四十回？（後）現代啟示錄？──論朱天文〉，收於黃錦樹《謊言或真

理的技藝──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頁 170。 
55 王德威〈我華麗的淫猥與悲傷──駱以軍的死亡敘事〉，收於駱以軍《遣悲懷》，台北：麥田，

2001，頁 8-9。 
56 這一系譜是五四以降主流文學書寫的主要脈絡。被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所擊潰的

破碎主體，在這裡乃是直接以語言為欲望對象，在書寫之中反覆以修辭建構對「我」的想像。它

帶領主體朝向治癒與激活，它的及物性栓紐因而總是服膺於某一權力機制的駕馭而為其運作，而

導致它與它自身所負載的大量現代性元素（例如為迎接現代而丕變為畸異的五四白話文、例如新

文學運動中大量的現代意象符碼、例如皇民文學中被啟動的、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光明想像、例如

那六０年代的現代主義浪潮乾脆直接引來修辭與文格的破碎──）其實產生了悖反的拉鋸。因為

現代性的本質精神必須先是死亡才能是抵抗。容後詳述。 
57 「符號」的希臘文 sema 正是墓碑的意思。它宣告在定義的同時就已然帶著紀念、死亡、壞毀

和破滅的意味，它是真理的痕跡，是虛空與純粹的回聲，它自身卻並非虛空與純粹。它與之總有

時差，而其鏈結則是其及物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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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新人獎的中短篇評審獎，無論在年代（恰好是九０）、師承（以張大春作為

過門的──）皆已形成一種風格的團塊。九七年的聯合文學小說新人獎，張大春

再度力薦黃國峻〈留白〉為年度首獎58。文學獎的隨機性與封閉性固然不能證明

任何意義，亦無需在其上大做文章。然而作為一個篩選者，藉文學獎的匿名機制，

張大春自己毋寧早已替我們做出了極其個人性（亦極為私密性）的過濾。那是更

回到寫作者本質上的相近，包括他們皆同時顯示了對小說技術的極端自覺、對敘

事本身的不信任感、以及對愛欲能力的自我質疑。其中，駱以軍固是師來有自，

甚至在更後來的《我們自夜闇的酒館離開》，都不惜以小說自身表明其告別張派

修辭的決心。但是我認為駱以軍跟張大春的分野似乎正是以《第三個舞者》後的

敘事體裁作為極限，事實上，對於「寫作」這件事，駱與張都無法從語言與死亡

的周旋中斷然抽身，而走向絕對的寫實主義。尤其二００一年駱以軍以《遣悲懷》

作為悼亡已故女作家邱妙津的儀式，更是直接宣稱其書寫的姿態已然離開純粹的

敘事載體之性質，而更接近一種靈媒的態勢。死界是否真不可破？如何追回已死

的人甚至時光？《遣悲懷》全書的立論姿態即奠定於這樣的疑問，而答案很顯然

的是非書寫不能為之。 
  書寫與死亡的環環相扣，終於也危殆及作家實質生命的存活。對於某些在這

個時代尚且懷抱著嚴肅姿態的創作者而言，書寫不只是職業，更是生命的一部

分。當書寫愈逼近其內在核心的空洞，生命的龜裂亦相對愈趨擴大。本文亦將深

入探討九０年代後的書寫場域上，兩位自覺性極強（皆帶著某種潔癖性的？）、

書寫風格冷冽思辨，而最後卻皆以肉身投擲於虛無的自殺作家邱妙津與黃國峻。

邱的女同志身分向來為其被論者關注的焦點所在，「鱷魚」的符碼則往往被解讀

為同志現身的面具，用之以區隔同志與世俗價值的愛欲認同。本文析讀其文本，

將指出不論在早期《鬼的狂歡》，甚至到了中後期的《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

邱都擅將自己的性別認同身分轉換成為某種殘缺的型態，而與世界形成一種決裂

的姿態。世界的對立僵峙暴露出主體其實已然站立在域外的空白，而肉身早已成

為符號軀殼，儼然可鄙可棄。這種絕對的空白地帶，在晚一個世代的小說家黃國

峻的作品中有更多的著墨。黃的小說擅寫日常人際中的空白風景，極少有對白，

沉默在其小說中佔有濃重的時間質量，而寫作者更宛如將一切視之為「度外」。

書寫，就在逼近這「度外」的空白中，將生存的虛無揭露出來。他們皆寫出了一

種「作者已死」的無主體文本，而甚至到最後也確實走上了「作家之死」的死亡

道途。在一定程度上，他們也反應出一種以死亡作為書寫母體的現代主義精神。

本文試圖從自殺書寫與死亡場域的清理中指出，主體這一層次（包括符號與肉身）

的自我撲殺行動，正是近代中文書寫史對現代性場域的實踐與回應。 
 

貳、研究進路 

                                                 
58 由於投票機制的設計，當年的首獎從缺，張大春甚至為〈留白〉抱憾，而在評審感言中直接

以〈首獎留白〉題為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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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將以文本閱讀、作家訪問以及理論運用作為研究的進路與方法。在文本

閱讀方面，將檢選個別作家文本中與其書寫姿態和符號技藝相關的作品作為探

討，爬梳文本中寫作者對書寫載體的姿態，並指出此種美學姿態對其作家身分與

基本生存的干擾。在作家訪問的部份，由於 2004 年，筆者曾受《幼獅文藝》之

託，與駱以軍有一次訪談與評論的機會59。在訪問中，駱以軍曾明白指出其寫作

姿態與其前輩張大春等人的差異，及其寫作中所遭遇的現代性難題。駱在訪問中

不諱言其近年來的努力都在逃離現代性風暴下尼采式的棄兒書寫，這個提法對本

文的研究有相當程度的啟發，亦是使我重新梳理東西方現代主義個別形貌的研究

驅力。另外，在理論的援引方面，由於本文所探討的主題環繞著符號、空白與肉

身，去討論作家與書寫之間的關係。所以基本上會有三個主要的方向，第一是脈

絡上的問題：指出現代中文書寫主體的建構過程及其所涉及的語言本質問題。第

二是文本上的討論：在進入對個別作家符號自弒的討論時，將援引傅柯與布朗修

等人在六０年代甚至更早提出的域外思考，作為解讀文本的輔助與參照。第三是

結合以上兩點，將當代台灣文壇的脈絡情境與文本裡的空白和死亡主題作出共同

的詮釋；也就是說，從布朗修和傅柯所指稱的這片空白的書寫之地開始，對位到

後殖民文本中對父系敘事的逃離，以及對母者空白的回歸，勾勒出一個屬於「書

寫」自身的旅程。而在這段旅程的最後，「我寫故我在」者打造出了一部繞過母

親空白子宮、產下「小說」的投胎機器。以下我想簡要地論述整個理論架構。 
 

一、符號。異質 

  本文的脈絡圍繞著新中文作為遲到的現代性語言出發，指出它的語言內部必

然是一種承載政治目的、模仿某一特定對象物的本質。這也涉及到書寫者欲透過

新中文這種語言、用以建構自身現代性主體的一種企圖。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

語言被指定前去負載某物、規範主體界線的功能上，新中文被迫驅除自身語言本

體論上應有的異質，而陷入同質化的窠臼。 
  這裡牽涉到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對決。以西方經驗來看，現代性作為資本主

義的一種價值，由機器、生產以及經濟迴圈組成一道同質化的符號體系。它將可

視為巴塔耶理性化（或所謂俗事物）世界的一種極致具現。巴塔耶由人類對死亡

與異質的排斥意識切入，指出正是因為對死亡的抗拒，由「否定」自然作為主體

「我」之形成的起源，人類的主體「我」將自然「對象化」，而進入工具理性的

生產經濟迴圈時代。工具理性視一切自然為可謀劃（project）的對象物，將世界

汰變為一部同質化的經濟機器，死亡的異質被屏除在生產鎖鏈之外，而資本主義

又可視為工具理性過度操作後的一種極致。它壓抑異質，取代聖性──上帝，故

「現代主義」作為它的反面，是以消盡、摧毀、自殺、拒絕生產的形式現身。它

的形式主義等同壞毀經濟迴圈的刀痕，而它奠基於形式唯物論意義上的語言形式

                                                 
59 見筆者〈我的哭牆與我的罪──訪／評駱以軍〉，《幼獅文藝》第 605 期，2004 年五月，以筆

名言叔夏發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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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除載物的精神實指、文字作為物性的呈現──）也自有其以死物（某種祭品）

抗拒生產物兩種體系的對決況味60。 
  然而，弔詭的是，巴塔耶的現代性主體經驗竟也適用於二十世紀的中國，為

東方現代主體的形成帶來一道怪異的佐證。作為西方現代性經驗的落後者，中國

同樣面對了戰爭及其所挾帶而來的龐大文明一夕崩潰的死亡場景──文化意義

上的死亡：文言文的潰散。儒家支柱的傾圮。聖賢之書的貧瘠與乏力；肉體上的

死亡：戰死的無名塚。屍體。破敗的家園廢墟。如同巴塔耶所言，凝視著死亡屍

體及其中漸滲透出的狂暴力量，從而否定、拒絕甚至畏懼死亡，「精神之生」─

─某一種主體「我」的形成方從其中油然而生。換句話說，中國的「現代主體」

是在死亡的凝視與否定中誕生的；而無獨有偶，它的寄寓場所被轉嫁到的正是「語

言」這一場域之中。 
  這和五四運動中所提出的強烈文學改革論調其實密不可分。文言文作為被抗

拒之傳統的首當其衝，「現代語言」──白話／中文的誕生，可視為現代主體的

重要附身軀殼。主體的工具理性在語言的場域裡被激烈地實踐。換言之，語言被

迫形成了它的經濟迴圈。以模仿、翻譯作為表面的行動，它的載物形成了它個人

的現代性場域，整個中文語言就是一個小型的現代性空間，因而使它在六０年代

所謂「現代主義」時期的身分顯得非常弔詭而尷尬。 
  因為，作為現代性的悖論與反向，現代主義正是以語言的異質作為粉碎資本

主義同質經濟結構的利斧，它的修辭充滿武器的斲傷與形式上的暴力自毀傾向，

換句話說，現代主義其實一定程度上擔負著作為異端的任務，以形式主義為刀

刃，以祭獻作為一次性的投身，刺殺現代性結構無限重複的生產迴路。但是，在

落後的東方──分別在中國與台灣，無論五四也好，新文化運動也罷，語言作為

現代主體重建的軀殼，將無可避免地自成一個同質化的符號體系，尤其在中文分

支的台灣戰後文學場域裡，模仿的對象被投射到不在的「君父／中國」的隱喻，

語言因此形成了更為固著加劇的陽性迴路，語言本體與起源的（某種意義上也是

「父」的──）意志密不可分，符號的同質化工程被強化於主體的建構之中，換

言之，即使是現代主義（六０年代──）文字形式被如此劇烈操演的一種修辭，

在《現代文學》疾呼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一道退路下，我認為它仍然負擔中文

現代性過程的一種分工，而使它的現代主義亦成為語言工具理性的某種共謀。 
  這個共謀起源於對現代性的遲到與更為劇烈的模仿，書寫的及物性被強化了

──寫作總是朝向外部、去勾連一點「什麼」；作為一種行動的寫實主義，現代

中文的及物性被規範在載物／道的層次；作為一種內容（而非「形式」）的「現

代性」就是它的「道」；及物鎖鏈一旦確立，語言的工具性質自然被突顯出來，

主體和語言形成一套同質化的、以生產符號作為運作、以救贖（求生──）作為

終極目標的經濟迴路，而最重要的是，在五０年代反共文藝政策後，寫作轉入對

不在的君父──「中國」的摹寫後，這部同質化的及物機器竟也織就了一幅自屬

                                                 
60 見巴塔耶 Bataille, Georges《色情史》，劉暉譯，北京：商務印書館，2003、巴塔耶 Bataille, Georges
《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汪安民主編，胡繼華譯，吉林：吉林人民出版社，2003。 



 25

於語言內部的親屬結構。 
  什麼是語言內部的親屬結構？我認為這可以從兩個層次來談。首先是隱喻表

面的層次，翻譯的模仿論奠定了書寫作為模仿之行動的一支，而在五０年代後的

台灣文化場域裡，這個效應被實踐到對遙遠「君父」與「中國」的朝拜之中。作

為模仿／書寫的及物對象，甚至，作為語言所要追憶的起源，「父親」的隱喻直

接實踐於文本，而同時跟對「父」的及物想望一體兩面的，則正是陽性語言迴圈

的加劇形成──正因為「父」的拔高，及物的陽性經濟找到具體的霸權中心，「父」

便取代了早先那及物卻空泛、無有統領者存在的中心王位，填補及物的對象位

置。於是，語言的親屬結構赫然成形，及物朝向「父」位而去，書寫者作為「父」

之意志的傳承者，是絕對而宿命的「兒子」，語言經濟的生產迴路由「父」凌駕、

接管，主宰符號的同質化工程。 
  換言之，「父－子」圖像的語言親屬關係可用以說明整個戰後台灣文化場域

裡的及物性。「兒子」作為「父親」文本的末端，寫作作為「兒子」對「父親」

的回音，所有的書寫將會是一種對起源的回應；而主體性作為這部「父－子」生

產機器的終極經濟標的──某種意義上的「產品」，也自無法外於語言同質化的

規範之外。我認為扣連這同質化的、「父－子」親屬圖譜的關鍵，正是語言的生

殖行動。也就是說，如果我們將戰後書寫者的主體性視為語言及物工程的一種經

濟作物，對「起源／父者」的摹寫造就了「文本／兒子」的身體，起源與文本之

間的關聯將可視為「父生子」這樣一種直接而明確的產物關係。問題是，在文本

執行這一同質化的主體鑄造工程中，它其實也一體兩面地壓抑了最原初的、來自

死亡現場的、無主體之空白處的異質。異質成為現代中文不斷被及物生殖鎖鏈排

除在外的一種「異物」；甚至，只要「現代中文」仍在向書寫索討「主體」，異物

就勢必被阻斷在親屬及物的語言迴圈之外；相對於文本這部現代性機器，異物是

一種「被壓抑的現代主義」。 
  換言之，八０年代前，語言本體意義上的「現代主義」其實並未顯著而純粹

地現身過；畢竟及物就是生殖，而書寫一旦發動，則必然「及物」──即使連六

０年代那場朝向中國君父與西方現代修辭的雙頭蛇──現代主義運動亦未能逃

脫這來自起源語言的咒詛；我們要問的是：那麼，有沒有一種「不及物」的文本

可以直接通達異質之處？一種迴避了經濟生產──拒絕產出「主體」、而同時閃

躲起源父者之生殖／及物驅力的語言？我認為八０年代中期後的由張大春以降

某一極度反思語言與主體關係的作家群所嘗試的正是這樣一種「朝向語言外邊」

的書寫。它扭轉文本絕對的「父－子」生殖語言關係，將書寫的及物鏈條壞毀，

釋放異質，從而展現的是一種絕對的、文本的歡愉。 
 

二、域外思考 

  傅柯在《外邊思維》61裡正是處理書寫從及物性鍊軌脫走後的這一驅力來

                                                 
61 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外邊思維》La pense’e du dehors,洪維信譯，台北：行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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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1961 年傅柯完成了《古典時代瘋狂史》的出版。在《瘋狂史》一書中，傅

柯認為現代精神醫學對瘋狂的理解恰是一種「理性對瘋狂的獨白」的具現。理性

的絮叨與瘋狂的沉默正對應出語言的位置；也就是說，如果瘋狂原本就在理性的

表述之外，一切對瘋狂的理解都來自理性，那麼瘋狂的沉默是否意義著它天生的

失語──一種無法言說的可能性？封閉的理性體系網羅了瘋狂的出路，文學就是

它唯一的宣洩和表白途徑。在《瘋狂史》裡，薩德、尼采、阿鐸與狄德羅的書寫，

被傅柯視之為瘋狂對理性提顯自身位置的一種暗號。它藉書寫之手對我們提示它

的沉默與存在，它驅動了我們對理性構造地層的挖掘和探尋──尋回瘋狂、考掘

理性的澱積地層與權力運作，是這個階段傅柯連結瘋狂與文學的取徑道途。 
  然而，在稍後的《外邊思維》（1966）裡，傅柯藉由對布朗修與馬拉美的詮

釋指出文學不再只是瘋狂用之以表態的工具管道，而是在它自身的意義上顯現了

它與生俱來的死亡與無盡的外邊。如同黑格爾所言，亞當被上帝創造後所做的第

一件事使他成為一切動物的主人，那就是對所有的動物進行命名。然而命名同時

也是令所有動物消失，因為賦予名字的意義即是將所有動物從實物的層次擦拭，

使其轉入概念而原地消失62。命名因此指涉某種意義上的死亡： 
 

  當我講話時，死亡在我裡面講話。我的話語是個宣告，說死亡就在此刻被釋 

  放到這個世界裡，說它在我說話時突然出現在我和我說及的存在之間。它在 

  我們之間，像分隔我們的距離。但這距離亦使我們不會分隔，因為它是理解 

  一切的條件。63 

 

  對黑格爾而言，語言正是訴諸一種有限的否定，它先在實物的層次上否定了

它而後又在概念的意義上重新給予肯定。意義世界在黑格爾那裡成為語言這一否

定性惡行的必然或說必要之惡。但是對布朗修而言，文學正是對這種有限否定的

抗拒，令它變成一種「無用的否定性」（nagative sans emploi），使語言對實物的擦

拭功能面臨遲滯而無法完成64，因為文學自身對應於理性語言而言就是一種陌生

的形式，它正是在語言之中對實物進行召喚，使實存者（existant）在這一陌生形

式中重新到來，它所追求的不是文學陳述的實存，而是在文學發生之前的事物狀

態。布朗修說：「文學語言是對文學前那一刻的追尋」65。 

  正是這種絕對外邊的形式──脫離言說、又為言說所操執的空間場域，讓傅

                                                 
62 這是布朗修引黑格爾 1803-1804 年的講稿〈思辯哲學系統〉的論述。布朗修後來為傅柯的文學

論述帶來系統性的啟發，傅柯同時也繼承了布朗修對黑格爾的文學信仰，在文學語言的思路上轉

向語言的消滅與擦拭。詳後論述。 
63 見布朗修 Maurice Blanchot, La Part du feu, Pairs: Gallimard, p.313.此處為洪維信的譯筆，見米歇

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外邊思維》La pense’e du dehors,洪維信譯，台北：行人，2003。 
64 見洪維信在《外邊思維》中的精采導言，頁 9-80。 
65 我認為在這裡布朗修給予文學比德希達等解構派學者更多的擔待跟寬容，文學雖然早被限定

為對逝去之聲音的模仿者，然而在布朗修這裡，它卻直接與那逝去時刻掛鉤，當文學離開了對事

實的陳述（擬仿），而走向追尋，它便成為一趟尤里西斯或奧菲爾的旅程。變成一趟對「域外」

的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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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在文學形式中找到了一種對於外邊的、純粹他者的存在論，那即是語言自身的

存在論。文學挾帶言說排拒且劃定了絕對外邊的界線，而同時又在這種界線形式

中保持了外邊的絕對性，這裡牽涉到一個問題是：假設文學本身即是語言的機

制，它如何能夠把握那正好是被它所趕走的？66傅柯回到了馬拉美和尼采以及阿

鐸： 

 

  ……雖然我們的文化仍然尋求在語言中找到自己的倒影，彷彿語言仍然掌握 

  著它內在性的秘密，但語言這時已經成為外邊的火花本身：在尼采那裡，它 

  發現西方形上學不僅繫於其語法……，還繫於那些把持著論述、掌握說話的 

  權利者。在馬拉美的著作中，語言作為對它所命名的逐客令出現，而由《伊 

  紀杜爾》開始以至《書》那隨機和自主的戲劇性，語言更出現為說話者在其 

  中消失的運動。在阿鐸裡，所有論述性語言被召喚在身體和呼喊的暴力中解 

  開，而思想則脫離這叨囔的內在性，變成物質能量、肉身（chair）的痛苦， 

  對主體本身的迫害和撕裂。在巴塔耶裡，思想成為了極限、破碎的主體性和 

  越渡（transgression）的論述，而不是矛盾和無意識的論述。67 

 

  語言因此是用其自身物質性的回返，來重新界定它和概念的區別。它遠離了

（而且也是強迫性地、自覺地逃脫了）它對意義應盡的義務；它以肉的形式把握

了它在意義裡所無法把握的外邊；它的對象必須是它自己──而迴避了在它之中

可能會被引渡到的物的彼岸；它必須是不及物性；唯有不及物才能展示它自身的

存有與深淵。傅柯在〈反思，虛構〉一章中引布朗修的話指出這種形式的語言「不

是話語，只勉強是一種呢喃」： 

 

  這沉默並不是屬於秘密的那種親密性，而是任字詞無盡地展開的純粹外 

  邊。……像布朗修那樣否定自己的論述，是令它不斷地過渡到它自己之外， 

  不但在每一刻剝奪它剛講出來的，也剝奪它陳述的權能；是讓論述留在它所 

  在之處，即遠在自己之後，以有自由可以開始。這開始是一個純粹的本源， 

  因為他所有的原則指包括它自己和虛空；不過這開始也是一個再開始，因為 

  這虛空是由過去的語言在掏挖自己的過程中釋出，沒有反思，而是遺忘；沒 

  有矛盾，而是會消拭的爭議；沒有調和，而是一再重複；沒有努力要贏得自 

  己統一性的心靈，而是外邊之不定的侵蝕；沒有一種最終照明自己的真理， 

  而是一種永遠都是已經開始的語言的流動與不安。68 

 

  正是這種肉體性的字促成了語言的自反性功能，它的及物性距離再也不是朝

向其承載之物的射擊，它只能射擊的只有它自己。因為唯有如此它才能真正斷離

                                                 
66 《外邊思維》，洪維信的導言，頁 41。 
67 《外邊思維》，頁 93-94。 
68 《外邊思維》，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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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邊的靠攏，而正視自身在虛空裡的純粹： 

 

  虛構作品的語言被要求做出一種對稱性的轉換。它不應該再是不屑地製造意 

  象和令它們閃耀的功能；而相反是解開意象，減輕意象所有的過荷，在意象 

  中注入一種在內裡的透明度的力量。69 

 

  某種不可能的逼近出現了。在虛構之中，在意象的指涉功能以外，我們被一

種語言攜帶到與這虛空深淵的最臨近處；那不可能的逼近並不是用它的現形對我

們轟然顯現，相反地，它是一種聲音的前延。吸引力。尤里西斯的海妖的呼喚。

傅柯認為這種召喚形式正如同來自賽倫海妖的歌聲。因為那是無法被把握的和被

禁的形式，她們訴說著的並不是她們那令人聽到的歌詞，而是那未來的事物的即

將到來。它同時揭示虛假與真誠70，因為在那歌聲誘惑的盡頭所深藏的不是真正

的頌歌而是死亡的灘頭，但它也是真正的頌歌──因為藏在那無盡外邊之處的除

了死亡沒有別的，死亡本身即是這頌歌的真相。面對這召喚，「人們應該停止聆

聽它，掩住耳朵，彷彿像聾一樣穿過它，以繼續活著和從而開始歌唱。」以便免

除被導入更為混亂的死亡的危險；如果是「為了讓那不會死的敘述誕生」，進入

海妖的歌聲之中，那麼就必須「堅守在桅杆之下，腕足縛住；應該藉著對自己施

以暴力的詭計克制所有欲望，應該留在吸引之深淵的界限從而承受所有苦難」，

宛如已然穿越死亡，「在一種第二語言中令它恢復原狀。」將肉體投擲進這深不

可測的淵藪，在臨近之中承受將敞未敞的死亡恐懼，而後方能獲得語言的第二性

意義。 

  相較於尤里西斯重返符號生界，將海妖的歌聲以實質的文字寫成「遊記」，

傅柯試圖以奧菲爾的故事指出的是另一種「無文本的文本」。在陰間帶回死亡妻

子尤莉迪斯的途中，因回頭看見身後妻子在死亡道途上的容貌，奧菲爾注定要被

遺留在陰間而無法回返。對於死亡界限上的奔逃，尤莉迪斯對敘述者毋寧具有一

種異常的吸引力，因為那是死亡的永生者在奔逃之中對敘述者所敞開的秘密洞

穴，是不可見的剎那對奔逃者的喝令劈下，令界限與枷鎖赫然鬆脫，而讓外邊的

死亡在凝視裡流淌。和尤里西斯對海妖的拒絕而獲救後所展開的敘事不同，奧菲

爾是正面地凝視了那來自死亡的臉孔，而導致自身墮入永遠無法回返的界限之

外，領受了真正的頌歌與哀訴。對傅柯或者布朗修而言，奧菲爾並不全然是一個

失敗者。他的凝視換得了已回返人間的尤里西斯所沒有的外邊經驗與來自死亡的

低語空間。對界限而言，它是一種破格，或者也可以稱之為一種棄絕──決絕的

棄絕姿態，將原本在界限上以肉體掙扎作為演出的「腕足縛住」的尤里西斯的敘

事姿態轉入全然的放棄，衝破禁慾的地帶，而將肉身投注進虛空的淵藪之中。對

奧菲爾而言，他的敘事只能完成在他的消拭與缺席，在不可見之中，在絕對純粹

的死亡外邊，在永遠不可能回返的虛線裡，達成了一種不可能被達成的絕對。零

                                                 
69 《外邊思維》，頁 103。 
70 《外邊思維》，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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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瘋狂。零度的書寫。 

 

三、投胎與書寫機器 

  傅柯與布朗修的域外論述，將書寫視為一個空白的、無符號的空間。在這個

漫漶的無邊裡，「書寫」──這項標誌出自身符號的工作，必須藉著自我否定─

─亦即「符號自弒」的手段，將自身消解，返回死亡處的空無。在張大春以降的

作家系譜裡，都可以看見這道符號自殺的軌跡，以及其所揭露的、「小說」這種

與符號密不可分的文體該如何重新運作的問題。「小說家」作為一個生產符號的

產業，如何和書寫本質裡的那抹空白達成協商，將「鬼魂」具現在「小說」這個

現身的場域？我認為在現身的政治上，父親、母親、子宮與生殖的具象隱喻，在

他們的文本裡，都可以找到落實的喻依。 
  母親與子宮空白的隱喻，在法國女性主義者克莉絲蒂娃那裡，是一個符號生

產的場所。「我」的主體乃是藉由母親的子宮受精、分娩、產下，父的精子規範

了「我」的符號疆界，將「我」帶進了象徵的場域。在張大春、駱以軍與黃國峻

的文本裡，「父」意味著書寫的符號化，而「母」則是不安的、空白的場所。符

號自殺就是一場弒殺父親、逃向母者的尤里西斯之旅，弔詭的是作為一個書寫者

「小說家」的身分，卻也在在逼視弒父後的他們必須回頭檢視自身也根本就是一

個書寫裡的「父親」角色。於是，「母」的子宮便顯得意味深長。在張大春那裡，

它是一個生殖的場域，進入「母」的子宮，意味著自己將映證生殖的輪迴，被重

新生下，成為「父親」。張大春因此拒絕「生殖」，在他的文本裡，只有反覆而沒

有出口的「性交」，「我妹妹」一次一次的墮胎手勢，其實也正是他「符號自殺」

的一種具現。承繼了張大春的後設路數，「書寫」這部機器，在駱以軍那裡，卻

被改造成另一種面貌。駱以軍的戀母敘事，使他擺盪在死亡空白與符號化的兩端

之間。《遠方》以後，「救父親」的工程標誌著符號化的勝利，以及駱對自身成為

一個「小說家」的決心與信仰。從死亡處回到符號大陸，「書寫」也不再只是「書

寫」，而是一部「重寫」的投胎機器。相較於這兩位認可符號的書寫者，黃國峻

關注「重寫」的動作，小說家的肉體就是由「書寫」這部「重寫機器」所運作、

生產出來的──「無機體」。以「體」的存有，和書寫行動中招來的、子宮裡的

那個域外女神，保持著祭儀的距離，終致使他的死亡成為了一場與書寫處之神靈

結合的符號行動。和三位（生理上的）男性作家不同，子宮處的空白成為他們共

同的想望，女 T 書寫者邱妙津是另一個不同的出發點。分裂的性別認同，使子

宮陰無成為她用以壓制自我的一個超我，拒絕性欲的符號化，書寫是她用以實踐

自身那無處可逃的符號欲望，一個合法化的場域──換言之，寫作這部機器，組

構了邱妙津「鬼」所欲寄託的肉身。 
  「書寫機器」一詞來自筆者的想像與捏塑，後來，在我接觸德勒茲的論著後，

卻發現德勒茲早已使用這個辭彙解讀卡夫卡、普魯斯特等現代主義作家的文本。

德勒茲將現代藝術本身就視作一種機器，它的本質意義是生產性的；它製造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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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其做工（works）更甚於表意：「組織及其功能是邏各斯的，其意義必需在

它所從屬的意義中尋獲，相對而言，機器及其運作是反邏各斯的，其意義（不管

是什麼）只依賴於其運作，而其運作則依賴於它分離的零件。現代藝術沒有意義

上的問題，只有用法上的問題。71」 
    在《反伊底帕斯》中，德勒茲將現代藝術的文本視作機器，強調的是文本內

部符號的零件分工與多重性，指出在現代文本中尋找邏各斯是徒勞無功，文本的

符號本身就具有機器性質，其本質是組構連結、分隔及聚集的合成（Ronald 
Bogue：p.167）。對德勒茲與瓜達里而言，普魯斯特的《追憶似水年華》，其重點

不在「追憶」了什麼，而是在於「追憶」本身加諸於書寫的運作。從普魯斯特到

卡夫卡，呈現的是這一運作大於意義的機器的加劇運作，文本成為一種地下莖，

寫作機器就是挖地道的機器，同時也是地道本身。一切的書信、小說、短篇與日

記，都成為這個往下不斷挖掘的根莖，所鑿開的洞穴（零件）。因此，德勒茲與

瓜達里說：「將卡夫卡的生活與寫作對立起來，假設卡夫卡由於生活的匱乏、軟

弱、無力，因而在文學中尋找避護所，這種看法令人腦火又怪誕可笑。是一根莖

物（rhizome）、洞穴（burrow），但絕不是象牙塔。是逃逸路線，但絕不是避難

所。72」 
    德勒茲與瓜達里對書寫機器的論述，事實上已經回到了作者論──不是傳達

作者意念式的書寫型態，而是以書寫機器維繫「作者」這部機器的運作，「他知

道所有的連結都將他連結在表達的寫作機器上，他同時是零件、技工、操作員及

受害者73」，卡夫卡的現代主義者身分，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由這種肉身機器化的

書寫策略所揭曝。作者精確地理解到自身是這個社會機器中的零件，是資本城市

大機器中的小機器，而文本機器又與其相互操執駕駛，各自繫命。人體機器化，

書寫亦機器化，在這種相互的運轉能動之中，書寫與自我的肉體同質化，而其終

極價值則歸匯於──機器運作間被延續的流量。 
  德勒茲所討論的「流量」，被我視同「寫」的能量。「寫」運轉產生動能，為

的是換取生存佔據虛空的位能，亦即是「我寫，故我在」。「在」所佔據的「體」，

被「寫」運轉，是九０年代後（認真一點在悲傷的？）的書寫者，所面對的共同

問題。解嚴後的（泛）現代主義者，必須面對的非但是班雅明那歷史悲風所吹來

的進步想像及其風暴後果，更需要解決的，其實是天使腳底不斷堆疊而終致將自

身淹覆而堆高至天頂的──瓦礫堆74：「體」。那是機械文明無靈範式的殭屍世

界，同時也是現代主義書寫型態的發源地──從無機體的瓦礫垃圾中，以能動的

                                                 
71 Deleuze. Proust et les signes. 3rh edi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6. Proust and 
signs.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G. Braziller, 1972.本處譯文乃轉引雷諾．博格（Ronald 
Bogue）的引用譯筆，見雷諾．博格《德勒茲論文學》，李育霖譯，台北：麥田，2006，頁 111。 
72 Deleuze and Guattari. Kafka: Pour une litte’rature mineure. Paris: Minuit, 1975.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p.41. 本處譯

文乃轉引雷諾．博格（Ronald Bogue）的引用譯筆，見雷諾．博格《德勒茲論文學》，李育霖譯，

台北：麥田，2006，頁 166。 
73 同上，頁 166。 
74 Walter Benjamin《說故事的人》，林志明譯，台北：台灣攝影，1998，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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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之姿（不攜帶及物價值、不負馱任何意義載物），使書寫主體異質化，而確

保其存在的實有。對於現代性核心價值的死性與屍性而言，書寫所維繫的肉體存

有必然不具有合法性，是一種「知法犯法」的罪愆，於是，面對體的暫時性與不

可確定性，生存終於也不得不對虛無坦承自己的罪行，以自盡的形式認罪。不是

因罪而死，而是因死而擺脫罪，擺脫生存所帶來的符號羞恥，在邱妙津、黃國峻

甚至駱以軍的系譜中，不斷辯證交叉的正是這一層肉與字的原罪、認罪、贖罪的

過程。如何重新認同書寫、認同符號，將是自殺書寫從域外帶來的質疑與思考反

饋。 
 

参、論文架構 

  《肉與字：九０年代小說中的死亡場域與自殺書寫》預計對九０年後符號裂

變與肉身自殺的作家進行個別作品的討論。在進入個別作家的討論之前，第二章

〈邁向域外的語言──九０年代前後〉將以「翻譯－模仿論」的現代中文語言，

先界定現代中文的性質，以及其位居模仿論核心的「語言父親」。並說明八０年

代中期後面對「父不在」與「女神」大量現身時的兩種語言路線：生殖與無性生

殖。前者將重蹈模仿論的父系敘事，後者則延伸出了以朱天文為代表的「荒人系

譜」，也是本文將討論的重要脈絡。第三章〈父屍與圖騰──張大春的語言拜物〉

將由張大春小說裡的「預言恐懼」開始談起，指出張大春的符號裂變與自我殺弒

的過程，其實乃是等同於弒父。對父系敘事的叛逃，以及對預言的恐懼，導致他

拒絕母親的子宮，而最後徘徊、遊蕩在無有生殖出口的性交甬道之中，成為父親

屍體的守靈人。守著父親的語言屍塊，張大春的後現代技術看似前衛與顛覆，其

實是他個人的拜物教徵狀。第四章〈島國遺精──駱以軍的死亡旅程〉承接駱與

張早年的敘事難題，從「父親」處逃離至「母親」處的空白死亡，駱以軍寫下了

他那部宛如靈媒的《遣悲懷》，而到了《遠方》，他重新回到「父親」處，鑄造了

自身的「書寫機器」──他的「投胎」／「重寫」計畫。 
  第五章〈愛欲贈禮──邱妙津的書寫、自殺與遺書〉則以邱妙津的女 T 變

異作為起點，指出壓制女 T 符號化的陰無，如何在文本裡呈現出它的超我姿態，

對女 T 書寫者進行道德規訓。性欲對象遭到禁制，欲望驅力無從排泄，只能轉

化到「書寫」這個介於「知」與「不知」的場域，為女 T 的靈肉作出協商。邱

妙津的書寫等同鑄造自身的肉體──那個只出現在「小說」這個世界的「陽具」：

「幻肢」。肉身的自殺，其實是雜揉了她其一生所有的命題：性欲、認同、書寫、

符號……等等。第六章〈書寫失格：自殺經濟的自動書寫──黃國峻的書寫存有

論〉則更專注討論黃國峻以書寫堆建自身肉體的策略。和邱妙津的幻肢有相同

處，書寫是用以造「體」的工具。只是相對於邱妙津強烈的符號欲望，黃國峻的

姿態毋寧是更為警醒而空白的。不及物的符號宣稱自身的「性無能」，終致使其

放棄肉身符號，去追尋域外的鄉愁。其遺著《水門的洞口》正是對這一存在於語

言自身內部的空白之地，迂迴反覆的逼近手勢，書寫當然無力為之，唯有自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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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逮的道途。 
  終章〈書寫：與鬼魂協商〉回應近代中文主體在九０年代後的符號裂變地層

中，所暴露出來的孤兒情境。尋找符號軀殼的書寫鬼魂，在反覆的「重寫」之中，

藉由一次次的自我瓦解、重構，將後殖民現代主義的語言肉體，重新「生回來」；

這裡的「書寫」不是浪漫主義的信仰與理想重啟，而是更為肉體性的意義，我將

之視為主體的「幻肢」，它的物質性與精神性被雜揉在一起，而在認同的瞬間卻

又保有空白的懷疑。它只對軀殼的建構認同──甚至不必然認同它的主體（「幻

肢」根本沒有實質的主體可言）。它是「字」的自我分裂繁殖，以機器的方式靠

近主體的個人經驗，將生存視為機械的運作。 
 
 
 
 
 
 
 
 
 
 
 
 
 
 
 
 
 

 

 

 

 

 

 


